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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解除
蒂勒森国务卿职务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3日发表推文， 宣布解除雷克
斯·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 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继
任。 此前一天，正在非洲出访的蒂勒森提前结束行程，返回美
国。 美方人员当时说，蒂勒森行程突然变动是出于工作原因。

●非洲首访成告别之行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
“中情局局长迈克·蓬佩奥
将成为新一任美国国务卿，
他将出色工作！ 感谢雷克
斯·蒂勒森，感谢他的付出！
（中情局‘二把手’）吉娜·哈
斯佩尔将成为新任中情局
局长， 也是首名女性局长。
祝贺各位！ ”
特朗普晚些时候在白
宫南草坪告诉媒体记者，他
和蒂勒森之间有些“化学问
题”。 两人有不同的思维模
式，“我想雷克斯（
·蒂勒森）
现在会觉得更快乐一些”。
法新社援引副国务卿史蒂

夫·戈德斯坦的话报道，蒂
勒森尚不知道自己被解职
的确切原因。 不愿公开姓名
的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早在
9日就要求蒂勒森辞职，但
考虑到蒂勒森当时正访问
非洲，就没有对外公开。
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
的话报道，特朗普和蓬佩奥
相处不错。 鉴于特朗普已经
答应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会晤，他希望蓬佩奥能
在双方会晤前上任。
美国白宫8日宣布，特
朗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以
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永久无

核化”的目标。 路透社报道，
蒂勒森当时的表现就像个
“局外人”。
蒂勒森6日开始非洲之
行，原定行程8天，到访埃塞
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乍
得和尼日利亚五国。 不过，
蒂勒森缩短了在最后一站
尼日利亚的行程，取消了会
晤美方使馆人员的计划，提
前一天返回华盛顿。 美方当
时给出的说法是工作所需。
另外， 蒂勒森访非期间，美
方9日还以蒂勒森的身体状
况为由取消了部分安排。

本属于“实验”，先前从未有
过美国总统任命一个在政
治和军事领域毫无经验的
人担任国务卿一职。 鉴于特
朗普本人也没有这些领域
的治理经验，他希望蒂勒森
能把企业管理经验应用到
外交领域。
蒂勒森即将迎来66岁
生日。 他1975年进入埃克森
美孚工作，2006年起担任该
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大力推
动美企对俄罗斯经贸、能源
合作，被克里姆林宫授予俄

比利时国王和王后12日到访加拿大， 差点
在总督府遭遇尴尬： 加方错把德国国旗当成比
利时国旗系在一棵树上，所幸及时发现。
德国与比利时国旗相似，前者是黑、红、黄
横条纹，后者是黑、黄、红竖条纹。
为迎接菲利普国王和玛蒂尔德王后到访，
总督府里多厅筹备一场植树仪式， 原本打算在
比利时法比奥拉王后1977年到访时种的树上系
比利时国旗，却错把德国国旗系上。
“有人发现挂在树上的小国旗弄混了”，里
多厅发言人玛丽—埃韦·莱图尔诺说，“我们立
刻予以更正，赶在比利时国王、王后来植树前”。
比利时记者维姆·德汉德许特第一个发现
国旗挂错。“这件事上了比利时报纸和网站头
条，”他说，“它是加拿大人犯的一个大错。 ”

对加方失礼，比利时外交大臣迪迪埃·雷恩
代尔并不介怀。 他说，国旗“颜色一样，可能是
（弄错的）原因。 我们和德国关系非常密切，所以
不会是个问题”。
■环球网

终生定期运动
有助减缓衰老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指出， 终生有规律地运
动不仅有益身体健康，还能减缓衰老速度。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伯明翰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衰老细胞》 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对125名身体健康、年龄在55岁至79岁
之间的业余骑行爱好者展开了一系列测试，并
将结果与一组身体健康但不经常运动的成年人
对比。 吸烟、酗酒、高血压以及有其他健康问题
者被排除在这项研究之外。
研究发现， 定期运动的骑行爱好者肌肉质
量和力量并未因年龄增长而减小， 体脂肪和胆
固醇水平也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此外，男

●失和已久早有离职传闻
特朗普与蒂勒森失和
是公开秘密，双方矛盾集中
于一系列焦点问题，如伊核
协议、朝核处置、阿拉伯盟
国间的纠纷。 先前就有媒体
报道， 蓬佩奥将接替蒂勒
森。
特朗普与蒂勒森的理
念和个性相去甚远，互相拆
台不止一次。 美国媒体多次
传出蒂勒森打算辞职的消
息。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当初任命蒂勒森，原

迎比利时王室
加拿大错挂德国国旗

罗斯友谊勋章。
蓬佩奥从政多年。 他生
于1963年12月，毕业于西点
军校和哈佛法学院，2011年
进入众议院，在安全领域被
视为鹰派人物，曾任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成员。
即将接任蓬佩奥的哈
斯佩尔效力中情局30多年，
在多个高级岗位挑大梁，曾
任中情局国家秘密行动司
代理司长，但被指关联美军
“黑狱”和“虐囚”等丑闻。
■新华社

性骑行爱好者的雄激素分泌仍保持在较高水
平， 意味着他们或许可以避免经历明显的男性
更年期。
研究还发现， 骑行爱好者的免疫系统似乎
也没有衰老迹象，胸腺产生的“免疫武器”Ｔ细
胞数量与年轻人一样多。 Ｔ细胞是免疫系统与
病毒和癌细胞等作战的主力。 一般来说，随着年
老体衰，胸腺功能会逐渐退化，产生的Ｔ细胞数
量也随之下降。
伯明翰大学教授珍妮特·洛德说，该研究结
果表明，应鼓励人们终生定期锻炼。
■新华社

淮安金辉天鹅湾 1#、2#、15#、16# 工程
行政许可变更批前公示

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束永前来淮阴医院坐诊啦！
淮阴医院将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束永前来院坐诊， 淮安
及周边群众就近即可挂号看病！
束永前来院坐诊信息：

1、坐诊时间：3 月 15 日上午 8：00——
—11:30，下午肿瘤病房查房；
2、预约电话：0517-84938201；
广告

淮安金辉天鹅湾小区 1#、2#、15#、16# 楼由淮
安金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供电部门要求，
现淮安金辉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金辉天鹅
湾小区 1#、2#、15#、16# 楼行政许可变更， 具体变
更内容如下：
1、 将 1 号楼地下二层 7-8 轴交 D-C 轴的配
电间取消，地下二层 8-9 轴交 G-C 轴的配电间缩
小为 8-9 轴交 D-C 轴， 地下一层 5-6 轴交 G-E
轴围合的空间增加一间配电间。 原配电间功能调整
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 配电间面积减少 2.49㎡，非
机动车库相应增加了 2.49㎡。
2、 将 2 号楼地下二层 7-8 轴交 D-C 轴的配
电间取消，地下二层 8-9 轴交 G-C 轴的配电间缩
小为 8-9 轴交 D-C 轴， 地下一层 5-6 轴交 G-E
轴围合的空间增加一间配电间。 原配电间功能调整
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 配电间面积减少 2.49㎡，非
机动车库相应增加了 2.49㎡。
3、将 15 号楼地下二层 9-11 轴交 A-A` 轴的
配电间调整至地下一层即 7-9` 轴交 A-A` 轴围合
的空间， 原配电间功能调整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
将地下一层原配电间扩大，即 7-9 轴交 A-A` 轴围
合的空间功能调整为配电间。 配电间增加 0.44㎡，

储藏间减少 5.66㎡，非机动车库增加 5.22㎡。
4、在 16 号楼地下二层 16-18 轴交 G-F 轴电
梯井北侧增加电井； 将负二层 27-28 轴交 E-G 轴
的配电间取消，改为通道；将负一层 22`-25 轴交 G
轴 -B` 轴的储藏间调整为配电间。 电井面积增加
1.57㎡，配电间面积增加 18.03㎡，储藏间面积减少
22.35㎡，通道面积增加了 2.75㎡。
建设单位承诺上述楼栋尚未销售。 现通过淮海
晚报、项目现场、市规划局网站对该变更进行批前
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 相关利益人如对此变更有意见或建议，请
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映至淮安市
规划局淮阴分局；或向市规划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
请。
市规划局淮阴分局联系人：陈 佳 颜萌萌
联系电话：0517-84916245
市规划局法规处联系人：缪源
联系电话：0517-83660127
联系地址：淮安市淮阴区樱花路 11 号
规划局网站：http://ghj.huaian.gov.cn
淮安市规划局
2018 年 3 月 13 日

广告

产地直供三七、玛卡、虫草、石斛、西洋参省钱放心
3.15特惠活动3月15日至3月25日，真材实料，可挑可选，现场免费加工，更多品类欢迎到店选购!

云南文山三七 特价188元/斤起

七草堂云南文山三七淮安直销处三
七均是自产自销， 每一头三七均是从文
山田间地头直接选购，与种植户对接，免
除中间加价环节， 价格与文山产地交易
市场同步。 直销处所有规格三七都以原
生态形式面向消费者，不打磨，不打蜡，
人工水洗， 自然本色， 品质好坏轻松分
辨，绝不销售劣质三七、假三七，选正宗
真三七，买低价好三七，就到七草堂文山

三七淮安直销处。
原产地直供文山三七十余年， 只为
您每天吃到一勺地道好三七， 店内精品
七王20头、精品30头、精品40头、精品60
头、三年特价七低至188元/斤，多种规格
任意挑选， 直销处还引进了国内先进的
低温超微直流粉碎机， 低温精细打磨吸
收更容易，打磨一遍即成超微细粉。 选购
正品真三七受益的不单单是消费者自
己，也保护了文山淳朴的七农。

产地直供特惠活动期间：
买2斤送半斤
精品三七 买1斤送2两
（注：特价三年七不参加本次买赠活动）

冬虫夏草

特价66元/克

精选西藏那
曲今年头期虫
草，新鲜正 宗 、 干
度 95% 以 上 、 全
部散称、 放心省
钱。 馈赠亲友提
供精美礼盒。
玛卡
批发价49元/斤起

西洋参 参农直供价0.69元/克起

特价断草 66 元 / 克
整条小草 99 元 / 克
1 克 5 条 159 元 / 克
1 克 4 条 189 元 / 克
1 克 3 条 239 元 / 克
1 克 2 条 289 元 / 克
（ 满 30 克 送 3 克 ）

铁皮石斛
特价1.2元/克

羊奶粉68元/盒
买5送1

西洋参一直以
来都是滋补品中的
贵族, 西洋参滋
阴补气，三七补血
活血，和三七搭配
更是黄金搭档，气

血双补! 本次特惠
活动西洋参全部产
地参农直供， 保证
一手货源， 让您平
时买一斤的钱今天
买两斤！

活动
热线：
活 动 七 草 堂 （淮 安 市 东 大 街 ， 老
地 址 ： 年活动中心大门口)
乘车 公 交 1、6、10、12、13、14、16、22、23、
路线： 28、83、116 路 ， 水 门 桥 站 下 车 ， 东 大 街

0517-86225399

淮海南路入口向东100米路北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