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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授权制裁干涉美国选举行为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2 日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 12 日签署行政令，授权对任何外
国政府、实体和个人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实
施制裁。
根据这份行政令，
在一场美国选举结束
后的 45 天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应对是否
有外国政府或个人干预这场选举进行评估，

并将相关信息报告给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
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将在随后
45 天内评估干预行为造成的影响，并就美
方回应措施提出建议。此后，美国国务院和
财政部将在此基础上决定具体制裁措施。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
科茨在电话吹风会上对媒体表示，
即将到来

的美国中期选举和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是
关注焦点，这份行政令将针对任何授权、指
导、赞助或支持干涉美国选举的行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
制裁措施可能包括冻结相关个人或实体在
美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交易以及限制其
使用美国金融机构等。他说，
这一行政令并

美国成全球最大产油国

今年 6 月和 8 月，美国石油产量日均将近 1100 万桶
美国媒体 12 日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
最大产油国。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 报 道 ，
自 1973 年以来，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原
油生产国。报道依据是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
的初步估算。
报道认为，这一改变表明美国页岩油兴
起已经改变全球能源版图。过去十年间，美
国石油产出翻了一番多。
咨询机构拉皮丹能源集团总裁鲍勃·麦
克纳利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和提

美国加州
发生枪击事件

致6人死亡

醒：不要与美国石油行业对赌。”
今年 6 月和 8 月，美国石油产量不断增
加，达日均将近 1100 万桶。美国能源部估
算，这助力美国石油产量自 1999 年 2 月以
来首次超过俄罗斯。
美国不会轻易让出全球最大产油国的位
置。能源部预估，美国石油产量 2019 年将
继续领先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美国石油行业出现的另一变化是，客户
已经遍布全球。随着技术改善，页岩油开采
的成本不断降低。

9 月 12 日，在美国克恩县贝克斯菲
尔德市，警方在枪击事件现场工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警方当地
时间 12 日说，该县贝克斯菲尔德市当天
傍晚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导致包括
枪手在内的 6 人死亡。
新华社发

得克萨斯州是美国页岩油兴起的中心。
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近年来
投资数以十亿计美元，试图在二叠纪盆地分
得一杯羹。
CNN 报道，得克萨斯州一个州的原油
产量有望超过伊朗或伊拉克。另外，得州
最大港口区近期出口的原油超过进口。
麦克纳利说：“这全部因为技术进步和
美国石油企业的创造力。技术受到充裕的投
资支持。
”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不针对特定国家。
美国情报机构 2017 年初公布一份报
告，认定俄罗斯干预了 2016 年美国总统选
举。俄罗斯多次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 11 月举行，国会众
议院全部 435 个议席和参议院 100 个议席
中的约三分之一面临改选。

津巴布韦霍乱疫情
致 21 人死亡
据 新 华 社 哈 拉 雷 9 月 12 日
电 津巴布韦卫生部 12 日发表声
明说，截至当天上午，津首都哈拉
雷暴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 21 人死
亡、超过 3000 人入院治疗。津警
方当天宣布在哈拉雷暂时禁止公众
集会，以防止疫情蔓延。
此前，津政府已宣布哈拉雷进
入紧急状态。此次疫情始于 9 月
初，感染的病患多来自哈拉雷西南
郊的高密度居住区。疫情暴发的主
要原因是一处下水道管道爆裂，导
致带有霍乱弧菌的污水污染了附近
的地下水和井水。

广告

中老年人健康往往容易忽略两大问题
第一，
小症状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容易
被忽视。
第二，
一身毛病不知从哪治，
病急乱投
医。
腹胀厌食，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慢性
腰腿痛，心悸气短，心脏像压了块石头，肾
虚气血亏，腰膝酸软。当频繁发生以上症
状时，
更需要警惕。
葛洪牌桂龙药膏，28 味组方，天然中
草药植物，能祛风除湿，舒经筋络，温肾补
血，
用于心悸气短、
腹胀厌食、
尿频尿急、
肾
虚气血亏、风温骨痛、慢性腰腿痛，请选葛
洪牌桂龙药膏。
【禁忌】孕妇及小儿忌用；
【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余内容详见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咨询电话：0898-66660161

韩朝首个“全天候”

联络办事处即将开张
韩国统一部官员 12 日说，韩国和朝
鲜联络办事处定于 14 日举行揭牌仪式，
以加强南北沟通联系。这是韩朝首个
“全天候”联络机构，南北代表届时将全
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保持联络。
揭牌仪式定于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举行。韩国统一部
说，韩朝将各派 50 至 60 名代表出席仪式。
韩方将由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带队，
成员包括国会、政府、学界和市民团体
代表。相应地，朝方将由祖国和平统一
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带队。
联络办所在地是一栋 4 层楼的建筑，

韩方联络办主任由统一部次官千海成兼
任，朝方联络办主任由祖国和平统一委
员会副委员长兼任。
按韩联社的说法，这两名联络办主任
均为副部级官员，足以作为有分量的谈判
代表展开交涉，
转达最高领导的口信。
韩国统一部说，韩朝官员将在揭牌
仪式上签署一份协议，协议中写有联络
办的构成和运作等细节。仪式结束后，
联络办随即开始办公。
韩联社报道，联络办将主要负责官
方联络、工作磋商、支持各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专特稿）

经销地址： 海南一心堂各连锁店有售（可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卡） 海口
海口：
：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海
外酒店楼下）;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店（二东路水岸阳光 A 区）；
仁之堂药品超市和平南路店（延长线南亚广
场）；
千方药品超市（琼山区大圆路 125 号魅力 100 对面）;一心堂海秀路分店（海秀路 3 号望海楼对面）;一心
堂金盘路分店（金盘路金盘商厦一楼）;一心堂青年路分店（青年路 16 路武钢大厦一楼）;一心堂玉沙路分店
（椰海大酒店旁）；
一心堂文明中路分店（文明中路 171 号）；
一心堂海甸五西路分店（安民路口南国超市对
面）；
一心堂蓝天路分店（庆云尧大厦一楼铺面）；
一心堂龙昆路分店（城西路口加油站旁）；
一心堂南海大道
分店（南海大道 198 号汽车南站旁）；
一心堂桂林洋分店（桂林洋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城西路分店（城西路
35 号一楼铺面）；
一心堂明珠路分店（明珠路 2 号置地花园楼 18.19 号铺面）；
一心堂龙华路分店（龙华小学
对面）;一心堂海秀西路分店（海口汽车西站旁）。三亚
三亚：
：
一心堂吉阳镇分店（吉阳镇荔枝沟路）；
一心堂解放
路四分店（解放四路农垦医院左侧）；一心堂河东路分店（山水云天一楼教育局旁）;一心堂解放路二分店
（妇幼保健医院旁）;一心堂港华路分店（商品街一巷 15 号铺面）；
健寿堂药店（红旗街 82 号）；
；
保康药店（红
旗街 31 号）；
保健堂（红旗街 12 号）。琼海
琼海：
：
广安大药堂第七超市（元亨街基本点对面）；
一心堂金海路分店
（龙湾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教育北路分店（教育北路 2 号）。万宁
万宁：
：
百年华康药店（市政府对面）;万城鹰康药
行（市政府对面）;一心堂光明北路分店（光明北路新华书店首层铺面）；
一心堂人民中路分店（金都大酒店
正对面）；
一心堂兴隆二分店（兴宝路一排第五幢 2 号）。昌江
昌江：
：一心堂人民北路分店（凯达商业广场一楼）；
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昌康药店（保障局楼下）。屯昌
屯昌：
：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 39 号）；
一心堂屯城分
店（昌盛二路华昌家私旁）；
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东方
东方：
：
一心堂分店（解放路 7 号华夏一楼）；
一
心堂二分店（东方大道党校旁）；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文昌
文昌：
：
南山药行（公园池塘旁）；
一心堂清澜
白金路分店（清澜白金路）。陵水
陵水：
：
一心堂海韵广场分店（椰林镇滨河南路 8 号）；万康园药店。乐东
乐东：
：
一心
堂乐安路分店（乐安路 393 号林业局对面）；
一心堂九所镇新区一横路分店（南区西商住一横路 20 号）；
银都
药店（电影院旁）。儋州
儋州：
：
一心堂儋州分店（那大镇中兴大道广安堂医药大厦）；
一心堂白马井三分店（商业
街一层）；一心堂洋浦分店（北侧海岸华庭铺面）；；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 211
号）。定安
定安：
：
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白沙
白沙：
：
仁之堂药品超市牙叉中路店（牙叉中路，
联顺超市对面）；
仁
之堂药品超市卫生路店（卫生路疾控中心门口左侧）；
仁之堂药品超市七坊店（龙江农场商业街）。临高
临高：
：
一
心堂解放路分店（解放路 33 号县工会斜对面）。澄迈
澄迈：
：
一心堂金江解放路路分店（解放东路农行小区一楼
铺面）；
一心堂老城康城分店（工业大道四季康城 1-2 商铺）；
澄迈东联大药房（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广
安大药堂连锁各门店有售：广安大医药商城（蓝天路 32-1 号）；广安大药堂龙华药品超市（龙华路龙华商城首层）；龙芝林药品超市连锁
各门店有销：龙芝林定安人民中分店（定城镇人民中路 38 号）；龙芝杯陵水财源分店（财源路口）；德祥堂林旺恒生堂分店（三亚市海棠
湾镇林旺中学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