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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谈僵不谈崩
美政府会否“关门”引关注

委内瑞拉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

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代表就边境安全问题的磋商再次停滞。眼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临时拨款法案将于 2 月 15 日到期，政府也可

能再度面临
“关门”问题，引发人们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前车之鉴近在眼前，刷新时长纪录的联邦政府部分机构
“停摆”并未促成白宫和国会之间、两党之间解决分歧，反而冲击经济民生，白宫和两党
也开始自尝支持率下滑等苦果。这种情况下，
双方避免重蹈覆辙可能性比上一次要大。

新闻事实
参与磋商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
尔比 10 日对媒体说，他认为双方达成协议
的可能性是五成，接下来 24 个小时对磋商
尤为关键。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文，
批评民主党阵营提出的方案太差，
“ 他们
又想要闹成
‘停摆’”。
不过，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民主
党拒绝全额满足特朗普提出的 57 亿美元
造墙经费，但两党谈判代表曾一度接近同
意拨款 13 亿至 20 亿美元。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尔瓦尼
对媒体表示，尚不能彻底排除联邦政府再
度陷入“停摆”的可能性。他还说，白宫已
在国会各方要求下有所退让，目前虽参与
磋商，但并非主导方，而总统特朗普可能
接受少于 57 亿美元的方案，并试图“从其
他渠道”
补上资金缺口。
特朗普已定于 11 日前往得克萨斯州

边境城市埃尔帕索举行集会，继续为其美
墨边境隔离墙计划造势。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说，双方若迟迟谈不拢，比
较可能的结果有三个：约四分之一联邦政
府机构再次“停摆”；再通过一份短期拨款
案“续命”，为继续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
冒险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以绕过
国会取得造墙经费。但与上一轮刷新纪
录的“停摆”风波不同，此次双方支持谈
判、达成妥协的意愿上升。
比如，上一次谈判直接由白宫和国会
民主党人主导，国会共和党要员颇有“作
壁上观”之势，而此次设立国会跨党派委
员会进行磋商，且并未由重量级议员出
面，体现出设置缓冲区减少摩擦之意，以
免重演此前特朗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
谈判主导者
“一言不合就谈崩”的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

专家孙成昊认为，从谈判细节来看，双方
博弈焦点却已发生变化，从拨款额度转向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扣押非法移民的
上限问题，而后者无疑更有利于双方寻求
妥协。当然，如果在拨款额度上仅能实现
“小目标”，
白宫方面也并非没留后手。
他还说，从政治形势来看，联邦政府
若再次部分“停摆”，白宫和国会两党都会
比之前遭受更大压力，并可能付出更大政
治代价。两党目前都已着眼 2020 年美国
总统选举，也要算清得失，避免因反复“停
摆”的闹剧触怒选民、影响选情。

墙、墙”，将可能成为今后华盛顿争执的一
个聚焦点。
只不过，如此“戏码”，终是“闹剧”。
各方也心知肚明，争执太大，这“高墙”也
是高悬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背景链接

白宫和民主党围绕国会预算案拨款
造墙问题僵持不下，导致约四分之一联邦
政府机构自去年 12 月 22 日起“停摆”，包
括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商务部等重要部
门和机构，历时 35 天，刷新美国史上最长
“停摆”纪录。
即时评论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1 月 28 日发
白宫今后两年受国会民主党人更大
布的报告，这一轮联邦政府“停摆”风波预
掣肘，已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状。因政治
计可导致美国经济损失约 110 亿美元。
分歧而面对政府“停摆”，也未必不会换着
特朗普 1 月 25 日晚签署临时拨款法案，
花样重演。尤其是对政府而言，边境隔离
联邦政府自当天起重新开门并运作 3 周，
墙计划是其非常重要的承诺和内政目标，
至 2 月 15 日。
来自基本盘的支持也会增加底气。
“ 墙、

哈瓦那
龙卷风灾区
来了个
“中国人”
2 月 6 日，那伟建（右二）在古巴
首都哈瓦那雷格拉区帮助当地受灾
民众重建房屋。
1 月 27 日晚，龙卷风和暴雨侵袭
哈 瓦 那 东 部 多 个 地 区 ，造 成 6 人 死
亡、200 多人受伤、4300 幢房屋倒塌
或严重受损。位于哈瓦那东南部的
雷格拉就是重灾区之一。十多天来，
那伟建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出现在雷
格拉区，和他的“古巴兄弟们”工作到
下午六七点才收工。
新华社

杭州千和食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9 年 2 月 12 日

熊出没·原始时代 3D 14:30 30 元
飞驰人生 18:35 30 元

商务信息

流浪地球 3D 20:15 30 元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施工通告

招 聘

因塘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八期——绿荫
街道路施工需要。经余杭区交警大队审批，计划
2019 年 2 月 16 日—2019 年 5 月 30 日对绿荫街（塘栖
路-圆满路）段实施道路半封闭，请过往车辆注意安
全，提前绕道行驶。施工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
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请广大市民予以支持。
杭州余杭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2 日

大山装饰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
“ 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观点制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32,33）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学法看法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功夫姐妹（17,18）
2019/2/20 星期三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34,35）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据德国柏林警方 10 日发布的消息，上周
末 3 天里，当地发生了 3 起针对青少年的种
族主义暴力案件。
据警方介绍，一名德国国籍、移民背景
不详的 12 岁少年 9 日被 3 名青年质疑是否是
外国人后被殴打。8 日，两名 15 岁和 16 岁叙
利亚少女被一名陌生人多次击打面部，后送
医急救；同日还有一名 12 岁少女被扯下头
巾、撕扯头发，
同时遭受排外言语侮辱。
据了解，这 3 起案件并非一定有组织计
划。根据德国反极右翼咨询处联合会的一
项报告，七分之一的极端种族主义受害者均
为儿童和青少年。柏林在 2017 年有 22 名儿
童和青少年遭遇过这类袭击或威胁。

遗失卫法水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404272216，声
明作废。
遗失孙芳明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681215461954，
声明作废。
遗失朱顺仙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70126462144，

声明作废。
遗失叶金奎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90210463243，
声明作废。
遗失徐小泉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51207463444，
声明作废。
遗失陈翰淑残疾证，号码为 330110200604064146，声
明作废。

职场信息

2019 年运河街道人力资源招聘会通告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
用，
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台，
让广大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
场所，
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运
河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0 日开展人力资源招
聘活动，
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招聘活动时间：
2019 年 2 月 16 日-2 月 20 日，每
天 8：
30—16：
30，
会期 5 天。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功夫姐妹（1,2）
2019/2/21 星期四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36,37）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梦想成真的地方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功夫姐妹（3,4）
2019/2/22 星期五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38,39）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二、
招聘活动地点：
运河街道褚家坝社区（兴旺工业
城广场润达大厦对面）
三、
乘车方式：
应聘者乘坐 K772、K769 公交车
直达
四、
报名方式：
请需设台的招聘单位可以在余
杭招聘网 www.hzyhzp.com 在线报名，
或填写好《用工需求表》并携带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到运河街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健康余杭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功夫姐妹（5,6）
2019/2/23 星期六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40,41）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教育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功夫姐妹（7,8）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2:00
22:50
23:15

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管理科报名；有意
前来报名应聘人员，请携带好身份
证、学历证书、技能证书及就业援助
证等相关证件。招聘会咨询电话：
0571-26264458、
86215199、
13616520506，
联系人：
吴超、沈飞。
五、
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提供帐篷、桌椅等
相关设施，
需招聘单位自行准备。
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杭区人民政府运河街道办事处
2019/2/24 星期日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42,43）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绿水青山看余杭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人与自然
专题栏目
电视剧:功夫姐妹（9,10）

备注：固定栏目 18:00 余杭新闻（22：00 重播)
次日白天 7:00 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出境特辑

国内特辑
腾冲、瑞丽
腾冲、
瑞丽、
、芒市温泉双飞 6 日游
海南三亚自由行双飞 5 日
西安汉中双飞 5 日游
昆明、
昆明
、西双版纳三飞 6 日游
长白山自由行 5 日游
广东全境双动 7 日游
贵州铜仁梵净山、
贵州铜仁梵净山
、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千户苗寨、
、镇远古镇双飞 5 日游

遗失启事

杭州千和食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疯狂的外星人 12:35 30 元

2019/2/18 星期一
观点致胜
电视剧：橙红年代（30,31）
动画片：绍兴师爷第四季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小五当官（41,42）
2019/2/19 星期二

德国发生数起针对青少年的
种族主义暴力案件

缅甸若开邦消防部门 11 日说，一艘轮船
当天凌晨在若开邦勒派岛附近海域沉没，目
前 7 人获救，
18 人失踪。
缅甸消防局发布通告说，当地时间 11 日
凌晨 4 时许，缅甸运输和通信部下属的“雄
象”号轮船在勒派岛附近海域因遭遇海浪击
打受损倾覆。勒派岛相关机构立即派出两
艘渔船前往救援，截至 11 日上午，船上 25 人
中有 7 人获救、18 人失踪。 （均据新华社）

2 月 9 日 — 2 月 13 日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委内瑞拉军队 10 日正式开始举行大规
模军事演习，以显示抵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观看了在米
兰达州一个军事要塞举行的防空演习，演习
中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他说，政府将
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防空系统所需的
一切。委防空和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
先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和平的权利，
委人民是和平的人民，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
人的威胁或干涉。他要求军民联合起来，共
同抵御美国政府可能对委发起的侵略。
“成
千上万的人将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
弹防御，使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
的地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 2 月 15 日。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 1 月 23 日在
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中自我宣布为委“临时
总统”，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及部分拉美
和欧盟国家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逼迫马
杜罗下台，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金
融和石油业的制裁。美总统特朗普日前还
公开表示不排除对委进行军事干预。

缅甸发生沉船事故
致 18 人失踪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余杭频道(YHTV综合频道)
节目单

4

3 月-4 月发班
3 月发班
3 月发班
3 月发班
2-4 月发班
3 月发班
3 月每周日发班

1260 元/人起
3380 元/人
1899 元/人起
2360 元/人起
3480 元/人起
3080 元/人起
2280 元/人起

越南岘港双飞 5 日游
3 月每周日发班
沈阳、
沈阳
、丹东
丹东、
、朝鲜平壤
朝鲜平壤、
、开城硬卧空调包列 8 日游
3-4 月发班
【特价
特价】
】潇洒泰国 6 日游
3 月发班
【特惠
特惠】
】日本本州双古都 6 日游
3 月 3、6、11 发班
泰国沙美岛双飞 6 日游
3 月 10
10、
、18
18、
、27 发班
澳大利亚新西兰双飞 10 日游
3 月 22
22、
、4 月 5、5 月 24 日发班
菲律宾长滩岛双飞 5 日游
3 月发班
阿联酋享乐双飞 6 日游
3 月 7、14
14、
、21
21、
、28 发班

2399 元/人起
3180 元/人起
1999 元/人起
4999 元/人起
4099 元/人起
12999 元/人起
4380 元/人起
8999 元/人起

微信号：
微信号
：杭州假日国旅
府前营业部电话：
府前营业部电话
：86226188 89168829
86207982
地址：
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府前路 1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