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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 9 日警告美国，不要指望
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还能“保
持（自身）安全”。正在伊朗访问的德
国外长海科·马斯当天说，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对欧洲安全“极端重要”，
德国将尽全力挽救这一协议。

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
朗加快铀浓缩，没有披露增量。

扎里夫说，不要指望借助“经济战”
打压伊朗民众，同样不能预期那些“发
动和支持这类战争的国家保持安全”。

扎里夫在与马斯联合举行的记
者会上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缓解地
区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停止经济
战。德国和欧洲联盟可以在缓和局
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一地区紧
张局势的源头要追溯至美国去年 5
月退出伊核协议。

退出协议后，美国恢复和强化对
伊制裁，试图借助极限施压迫使伊朗
与美国重新谈判伊核协议，以限制伊
朗的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

美国财政部本月 7 日以间接支
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由制裁伊

朗最大石化企业波斯湾石化工业公
司。伊方认定美方不是“真心实意”
寻求对话。美国 4 月把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
弥同一天证实，伊朗生产浓缩铀数量
超过以往。在 9日一场记者会上，天
野之弥被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完成
上季度监察报告后伊朗是否增加浓
缩铀产量。天野之弥说，伊朗浓缩铀
的“生产效率”正在提高。

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季度监察报
告 5月 20日完成，认定伊朗守约。美
军 5 月早些时候派遣“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 B－52型轰
炸机特遣队前往海湾，以应对所谓伊
朗对美国的“可信威胁”；美国上月末
宣布向中东地区增兵 1500 人，主要
承担防御任务。 据新华社电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竞选 10 日开锣。
经保守党籍议员提名确认，宣布参选的 11人中
10人入围投票环节。议员首轮投票定于 13日
举行。多名竞选人同一天正式开始拉票，谈及
国内议题和英国退出欧洲联盟事宜。前外交
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是新党首暨英国下任首相
最热门人选。他的政策主张乃至行事风格当
天遭遇多人攻击。

【入围10人】
监督党首竞争的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委

员会”10日宣布，11名竞选人中 10人获得足够
数量议员的提名，可以接受议员后续投票。

曾任分管大学和科学事务国务大臣的萨
姆·吉马赶在委员会作此宣布前主动弃选。路
透社报道，吉马是唯一支持英国再次就“脱欧”
举行全体公民投票的竞选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梳理，约翰逊共获得
62 人提名，遥遥领先；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和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分
别获得 35 人和 31 人提名，分列二、三位。吉
马仅获 3人提名。

按照规则，当天竞选人须获得 300多名议
员中至少 8 人提名才能进入后续投票环节。
首轮投票 13日开始。议员将经由多轮投票逐
步选出两名候选人。英国全国保守党籍选民
随后以邮寄选票形式从两人中选出新党首。

由于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 3 次遭议会下院否决，“脱欧”日期延
后至最迟 10月 31日。特雷莎·梅被迫提前卸
任首相。她 7日正式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将

留任首相至下任党首选出。新首相预期在 7
月 22日开始的一周内揭晓。

【专攻1人】
路透社报道，从民意调查看，约翰逊赢得

不少保守党基层成员青睐。保守党前党首伊
恩·邓肯·史密斯当天在《每日电讯报》撰文，
力挺约翰逊。

约翰逊当天经由《每日电讯报》宣传政策
主张，包括提高年度所得税起征点和用市场
驱动环境保护技术发展。

他的减税主张立即遭遇戈夫攻击。戈夫不
仅批评减税政策“以富人为先”，同时提及 2016
年党首竞选往事，向约翰逊“喊话”说：“不管你
做什么，千万别退出。我知道你这样做过。”

戈夫 2016 年原本支持约翰逊竞选党首，
却在最后时刻“反水”、加入竞争，迫使约翰逊
弃选。两人原本有望进入本次党首竞争的最
后较量，但因承认 20年前吸毒，戈夫的竞选活
动近来有些“脱轨”，声势逐渐被亨特赶超。

亨特当天拉来国防大臣彭妮·莫当特和
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德两名阁僚“站
台”。他的一名支持者甚至预测，从目前形势
看，亨特和约翰逊将接受最终投票。

多名竞选人当天宣称唯有自己才能打破
“脱欧”僵局，同时不忘揶揄约翰逊“不着调”。

亨特说，“严肃时刻呼唤严肃领袖”，“我
们需要强硬谈判，而非空洞说辞”。“脱欧”立
场较强硬的拉布说，“我们靠虚张声势无法获
得好协议”。戈夫说，不需要“躲在碉堡里”的
领袖。 据新华社电

国有金融企业诚聘
销售精英10名，保险，贷款，理财从业经
验者优先。待遇面议，13897412831

招聘
开发区保安公司聘
男女保安350名，55岁以下，初
中文化，管吃住，工资2400元，
西宁市工作，7小时，家住共和
路，西钢，付家寨，香格里拉优
先，电话：18997233282,
13997207758,18997233282

银鹰招聘
驾驶员8名，押运员20名，工
资面议，联系电话：5209302

招聘
业务员10名，40岁以下，送水工5名50岁以下，底薪+
提成，3500-5500元，15500641577，15500785554

本公司招聘
监控安装人员数名，年龄36岁以下，工资2800-
4000元，电话：18797375611,18897059965

新开药店招聘
营业员若干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住址最好
在朝阳西路附近，电话：杨13709737630，1508852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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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听器专卖店诚聘
店员若干名，30-45岁，女，
高中以上学历，语言表达能
力强，本市户口，工资：底
薪+提成+医疗保险+养老
保险，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李先生：18809717788
（此广告常年有效）

物业保安

城东中惠物业招
保洁6名 ，保安8名 ，电话：
8824416，18397045148

长期招聘
焊工 ，钣金工，油漆工，学徒，文员，业务
员，厨师一名。包吃住 15719753333

天桥地产诚聘
迎宾保安2人，35岁左右，1.75米左右，形象气质好，退伍军人优先。
4000-5000元，交五险。电话：0971-8243188，上班地点：城中大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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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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安装工一名，45岁以下，吃苦耐劳。地址：城
中区北大街附近。电话：13997280017 何经理

东川开发区公司招聘
少量男女普工，40岁以下，会木工也可以，地址：
10.35.82.83路可到，电话：8805112,13086289055

招聘
保安，消控员（有证），工资：3000
元。18397109971 ，7922420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财务出纳，网络销售，销售司机，食品普工，
三年以上经验，8145528，18195600311

半天工作制急聘
半天班，25-50岁，男女不限，3000元/月，
节假日休息+福利。高经理13109788800

建国路好利宾馆招聘
客房服务员包食宿，前台收银三班倒包食宿，
底薪加提成，工资面议。电话18097441492

公司诚聘
经理助理1名，主管3名，文员2名，底薪+提成，
26-45岁，大专学历，双休 ，17697176686李经理

门诊部诚聘
城北区某门诊部诚聘中
医医生、内科医生、外科
医生、妇科医生、口腔医
生、针灸推拿医生、药剂
师各两名、护士四名，另
聘营销人员五名。联系
电话：18997260082

本公司诚聘
普工若干名，男士优先，诚
聘统计员，库房保管员，公
司地址在大通县长宁镇黄
河小微企业创业园，工资面
议。13109771211马经理

某公司诚聘
房地产营销经理、土建工程师、综合办内勤、物
业绿化管理员、保洁。18697112152，8160345

青海吉友湟源陈醋诚聘
业务员，司机，区域经理，销售总监，库管
(男士)，出纳，详询：13007710699王经理

花园台家具厂招聘
B照司机3名，带装卸，导购数名，月薪4000元—
6000元，包吃住，有经验者优先，15997015468

雄瑞保安诚聘
保安员，男，55岁以下，工资2200-3000，监控员，女，40岁
以内，工资2300-3000，13997386595，18897059980

高薪诚聘
经理助理2名，年龄24—45岁，大专学历。主管3名，
年龄26—45岁，高中学历。17697291818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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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招聘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 18 名
政工干部齐聚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武
场，围绕实战标准，设置理论测试等 2 大

类 15 项内容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这次比武设置了应知应会

测试、模拟情况处置等课目，设计的难度

都很高，为下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指明方
向。通过比武，达到了以评促学、以评促
建的目的，锤炼了政工干部站起来会讲、

坐下来会写、下部队会指导、上一线会指
挥的素质能力。

通讯员：胡镜明

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组织政工干部大比武

英国相位争夺战火药味渐浓
伊朗警告美国：经济战有损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