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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储备业务主任，大专以上，半天制，每月出勤学习18天，
时间自由，底薪+高提成18097333658，13897412831

招聘 物业保安

城中区某宾馆招聘
客房服务员，洗衣工 ，保安 。联系
电话：13897623551,13997284694

兰番坊火锅店「新千店」诚聘
主管1名（女性），服务员6名
传菜生3名 面点2名，配菜2
名，烧火师傅1名 刨肉师1名洗
碗工2名，以上人员一经录用，提
供食宿，享受带薪休息等其他福
利。地址：新千国际广场22号
15809713970，14709788835

物业公司诚聘
城西区胜利路某小区物业招聘保
洁人员。联系电话18935510794

某物业公司诚聘
水电工程师、保安数
名，持相关证书，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
18709713121

银龙酒店负一楼洗浴中心聘
服务员，男女不限，薪资
面议。18897056086

职场天地 13086269821
13086268862 13086269820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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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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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区

82224630971 地址:西关大街6号光彩广场432号

◆招聘类 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周六、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80元/块·天（限22个字）◆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限10个字）◆求职信息60元/块·天（限25个字）◆求职范围：月嫂、钟点工、保姆、大学生等个体类求职信息发布

行风监督举报电话：15609788397、18697246616

青海好用网www.qhhaoyong.com

招聘
司机，配货员,区域经理数名，薪资优厚
面谈15897085736，13897455605

银鹰招聘
驾驶员8名，押运员20名，工
资面议 联系电话：5209302

求 职
本人专长销售，培训经验丰富，适应能力较强，善于沟通，现
应聘销售主管或经理职位，有意者请联系15011038986

求职

宾馆

本公司招聘
厨师16名，年龄55以下，联
系人:兰经理，13299832111

高薪诚聘
中医、西医大夫、针灸、推拿按摩、药房护
理各三名，工资面议，电话:18997260082

茶行诚聘
女性，年龄45岁以下。性格开朗，上班时间：早
9晚6，3500+提成+6天休，电话：13327666700

何氏狐臭净
狐臭（腋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由腋窝皮下的大汗腺分泌出

过多脂肪酸及水分，通过毛孔排出与腋窝里的细菌酵解而产生难闻的气
味，给患者带来精神和心灵上的痛苦，对婚姻和社交都带来不良影响。

何氏狐臭净浓缩液是无色、无气味、消除
狐臭（腋臭）的高科技产品。

用法与用量：晚上清洁腋窝后，把腋毛剪掉，
然后用清水把腋窝洗净擦干，将何氏狐臭净浓缩
液滴于手指上。在搽上腋窝患处，每个腋窝使用
3-5滴涂搽患处，每隔五天搽一次，中间不可间
断，连续一瓶液体用完，狐臭（腋臭）自然消除。

热线：13997177321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地址：小桥惠客家超市出口处、民生大药房（中发源对面）、联志
医药连锁（师大省招办楼下）、大通安康药房（城建局旁边）、湟中
益寿春、湟源汽车站对面康泰大药房、格尔木安康药店。 广告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脱离欧洲联盟进程所陷僵局影
响，英国如果现在举行议会下院选举，首相特雷莎·梅领导
的保守党将遭遇最惨重失败，得票率与最大反对党工党并
列第三。

路透社 5月 30日报道，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为英国《泰晤
士报》所作的民调显示，创建近 200年的保守党将首次在全
国选举中跌出前两位，获得 19％选票，与工党得票数一
样。这将是工党自 1918年以来最差表现。

相反，对“脱欧”持明确支持或反对的政党更受选民欢
迎。自由民主党主张重新举行全民公投，以图逆转“脱欧”
进程。调查显示，如果举行选举，自由民主党将拿下 24％
的票数，成为最大赢家。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脱欧党虽
然创建不久，会获得 22％的选票，居第二。

路透社分析，“脱欧”停滞之际，英国民意日益两极化。
保守党和工党就“脱欧”事宜作出一些妥协，选民因而正在

“抛弃”两大党。
新党首候选人正就“无协议脱欧”激烈交锋。前外交大

臣鲍里斯·约翰逊上周说，不论是否达成协议，英国 10月底
以前都应退出欧盟。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认定，“无协议
脱欧”将是“政治自杀”。

英国议会下院 3 月以表决方式确认，不允许英国在任
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

工党立场趋向取消“脱欧”，但没有寻求“二次公投”。
工党希望提前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英国下一届议会下院选举理应 2022年举行，一定条件
下可以提前，如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新华社特稿）

议会选举
英国两大党或将惨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 月 30
日宣布，美方 6月 10日起将对墨西哥
所有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 5％关税，
以施压墨方加大力度阻截中美洲非
法移民。

墨西哥政府正准备启动新版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程序，特朗普
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预期将迫使墨
方咬牙“有力回应”。

在国际贸易分析师看来，美方举
措会对新版北美自贸协定在美国国
会过关构成阻力，在共和党内部引发
混乱。

【逐步加压】
特朗普 5 月 30 日先是告诉媒体

记者，正就边境安全谋划就任总统以
来“最大”的重要声明，稍后借助社交
媒体“推特”宣布，从 6月 10日起对墨
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 5％关税，

“直到非法移民停止经由墨西哥进入
我们国家”。

他写道：“关税将逐步提高，直到
非法移民问题得到纠正，那时关税才
会取消。”

白宫随后发布声明，对墨关税将
从 7 月 1 日起提高至 10％，以后每个
月提高 5 个百分点，10 月 1 日提高至
25％，后续维持这一水平，直至墨西
哥“实质性阻止”非法移民北上美国。

特朗普多次指认墨西哥政府做
得不够。近几个月，美国执法部门
每个月拘留大约 10 万名穿越美墨边
界的非法移民。一名白宫高级官员
说，得克萨斯州 5 月 29 日拦下一支
1036 人的偷渡队伍，是去年 10 月以
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令特朗普尤为关
切。

墨方拒绝接受美方指责，同时努
力管控非法移民，包括不久前阻拦一
支北上的非法移民队伍，逮捕数以百
计中美洲非法移民。

美联社报道，墨西哥塔帕丘拉市
临近危地马拉边界，成为墨方遏止中
美洲移民入境的中心。由于墨西哥
政府拒绝发放签证，数以千计中美洲

移民滞留在这座城市，无法北上。当
地执法部门本周清理非法移民搭帐
篷暂住的多座公园，突击搜查非法移
民居住的旅馆。

【毫无道理】
墨西哥经济对美国依赖程度较

深，80％的出口商品输往美国。路透
社解读，特朗普加征关税将对墨西哥
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领导的政府
构成直接挑战，增加两国经济关系恶
化的风险。

洛佩斯政府正寻求国会批准新
版北美自贸协定“美国—墨西哥—加
拿大协定”。法新社报道，特朗普的
决定令墨西哥人难以置信、愤怒。

墨西哥外交部分管北美事务的
副部长赫苏斯·塞亚德 5月 30日晚些
时候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举措令墨方
吃惊。他说，谁都不可能预见美方干
出这种事，因为移民事宜而加征关税

“毫无道理”。
“我们与美国构建良好关系的势

头现在不错，可这就像是一场冷水
浴。”

在塞亚德看来，特朗普制定“灾
难性”举措，如果美方真的就移民问
题兑现关税威胁，后果将“极其严
重”。

按照他的说法，墨方不会坐以待
毙。如果美方 6 月 10 日提高关税，

“我们将不得不作出有力回应”。
洛佩斯去年 7 月当选后派塞亚

德参与美墨加协定谈判，新一届政府
去年 12 月 1 日就任后推进与特朗普
政府的关系还算顺利。洛佩斯本人
对特朗普多次攻击墨方不予理睬，避
免陷入争斗。

只是，这一回，按照塞亚德的说
法，墨方不会这么做。“我不会劝总统
说‘我不会回应’。”

【制造混乱】
宣布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同一天，

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启动“美墨加
协定”批准程序，将交由国会审议和
批准。法新社报道，新版北美自贸协

定现在可能面临严重威胁。美联社
说，特朗普的举措可能会让协定陷入
麻烦。

在俄亥俄州国际贸易律师丹尼
尔·乌乔看来，特朗普正给同时支持
美墨加协定和边境安保的共和党人

“制造一片混乱”。
特朗普去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输美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促使墨加报
复，对美国大豆等出口货物加征关
税，让一些共和党籍议员所属选区叫
苦不迭。如果美方就移民事宜加征
关税，这些共和党人恐怕会再次面临
选民压力。

乌乔认为，支持美墨加协定的议
员将处于尴尬境地，原因是那些议员
所在州或选区的企业将为美国加征
关税“埋单”。

他相信，一旦加税，会放慢美墨
加协定在墨西哥获得批准的进度。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5月 30日
在加拿大访问时说，美墨加协定一定
会在今年获得批准。美方政府正与
国会领导人交洽，争取今年夏天批
准。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做更多，特
朗普决心利用他的职权让墨加两国
这么做。

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是特朗普主
要竞选承诺之一。2017 年 1 月就职
以来，特朗普多次威胁终止北美自贸
协定，指认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
流失。协定更新谈判 2017 年 8 月开
始。为迫使墨加就范，特朗普动用加
征钢铝产品关税等手段。新版协定
2018年 9月底达成，同年 11月底正式
签署协定文本，需经三国各自立法机
构批准才能生效。

乌乔和一些分析师怀疑，特朗普
是否真的会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他
们认为，这名共和党籍总统惯于制造
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宣示“胜
利”。在乌乔看来，加征关税“似乎并
非化解非法移民危机和平衡北美贸
易的战略，而更像是一种战术”。

（新华社特稿）

不满非法移民涌入

特朗普对墨挥舞关税大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