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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
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
户做好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
予以谅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
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器架及杆
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
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11月 19日 2:00-6:00
沈四路：南川东路、南川西路、青海

恒通机械喷涂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西宁
市南川西路中学、西宁佳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西宁龙华房地产开发公司、青
海省宏基交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市日
用化工三厂、青海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
西宁泰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城西南川
综合钢窗厂、青海省第二机床厂、青海省
海西公路工程建设公司、西宁公共交通
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市烈士陵园、青海省
海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酉山生产队、
南酉山村电灌、青海青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路桥公司二处、西宁供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升平混凝土构件有
限公司、青海省协联商贸实业有限公司、
西宁市老年公寓、二机家属院、公交小
区、西宁市城西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西
宁皓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路军纪
念馆、青海省公路桥梁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青海广利机电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旭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市

口腔医院、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双玖
小区、欣荣家园等。

11月 19日 2:00-6:00
沈十四路：南川东路、沈家寨地区、西

宁胜达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西宁高温
合金铸锻厂、东风曲轴厂、青海珠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二机床厂、西宁水利水
电建设开发公司、西宁南绕城公路总承包
项目部第五分经理部。

11月 19日 2:00-24:00
沈十二路：南川西路地区、青海新世

纪幕墙窗业有限公司、青海省计量检定测
试所、青海省基督教协会、西宁玖维机械
有限公司、青海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海省特种设备检验所、商校、灯泡厂新
安居物业管理公司、西宁农商银行沈家寨
支行、西宁市城中区农林牧水局、青海省
龙建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沈家寨中心
卫生院、青海新安居物业管理公司、电线
厂、西宁市城中区迎泉山庄园、西宁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宁市城中区亿万塑
料制品厂、青海中油压缩天然气销售有限
公司、南川西路预制厂、青海兴亮混凝土
构件有限公司、城中区会计集中核算中心
（西宁市南川东路小学）、西宁联赢商贸有
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伊露洁餐具清洗消
毒服务中心、江苏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分公司、西宁齿轮厂、西宁市城中区
海佳塑钢型材厂、青海金阳广告装饰公
司、西宁雄业塑料有限公司、西宁正红建
材厂、西宁城中区西发水泥制品厂、青海
聚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海西宁华
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备）、青海瑞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久旺防火
保温建材厂、青海西部建安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西宁兴轮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青海华鼎齿轮箱有限公司、机床锻造
厂家属院、红光村等。（停电原因：配合市
政建设，线路迁改）

11月 19日 2:00-24:00
沈十五路：沈家寨地区：西宁三鑫房

地产有限公司,电动工具厂、汽车七厂,青
海省阳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省渔业环
境监测站（主）、西宁永志物业管理公司、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青海明德
工贸有限公司、青海省第一汽车运输公
司、西宁酒厂、城中区教育局（二机小学）,
西宁市土地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红光废旧金属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
市城中区兄弟塑料厂、西宁汽车灯具厂、
青海雨宸水电有限公司、西宁恒申实业贸
易有限公司、海南州怡达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正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停电
原因：配合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11月 19日 2:00-24:00
河湟开闭所Ⅱ段母线：河湟小镇等。

（停电原因：配合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11月 19日 9:00-24:00
河湟开闭所Ⅰ段母线：三新房地产公

司、聚力房地产公司等。（停电原因：配合
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11月 19日 9:00-24:00
沈十一路沈 1142 开关后段线路：南

川西路地区；南川东路地区；西宁八中、
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市城
中区斯威腾保温材料厂、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公司、青海
瑞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宁石油机械
厂、一汽青海汽车厂、西宁汽车配件六
厂、西宁城中蒙西建材厂、西宁利和天然
气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华锐工贸有限公
司玻璃钢制品厂、西宁市南川东路医院、
西宁洁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海省机
械科学研究所、青海恒通机械喷涂工贸
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农林局、青海金
慧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西宁供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海创新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西宁佳麦食品有限公司、西宁市
蒙西建材厂、西宁统味食品有限公司、青
海巨龙建材有限公司、青海兴亮混凝土
构件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鑫鹏线材
加工厂、西宁市二机蜂窝煤厂、青海福银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原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顺风五金
加工服务部、西宁鲁青农业设施建设有
限公司、西宁市水利水电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西宁市再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西宁市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区远盛钢筋加工
厂、西宁市城中区金马彩钢加工厂、西宁
不冻泉建材化工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
区久旺防火保温建材厂青海福钏建材有
限公司、青海鑫邦线缆有限公司、西宁市
城中区群伟线材加工厂、青海鼎盛曲轴
制造有限公司等。（停电原因：配合市政
建设，线路迁改）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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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定于下周
就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公
开听证。作为主要证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
先前在闭门听证会谈及内容。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的
证词 6 日公开。他认定特朗普以美方军事
援助为筹码，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美国
2020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拜登
和他的儿子。

掌握足够材料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分管欧

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

特定于 13 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作
证，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定于
15日公开作证。这 3人 10月出席闭门听证
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说，
下周的公开听证将给美国人“评估证人、作
出判断”的机会，美国人同样可以了解总统
行为不当的“一手信息”。

情报界一名官员 8 月举报特朗普 7 月
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电
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拜登父子，触发众议院 9
月 24日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调查
人员两个月来先后传唤国务院多名官员作
证，公开关键证人的证词。

路透社报道，公开听证似乎是众议院
弹劾特朗普的“前奏”。民主党人认定，尽
管特朗普政府一些官员不配合，他们已经
获得足够材料推动公开听证。

坐实“利益交换”
民主党人 6 日公开泰勒的证词，共 324

页。这名外交官在先前的闭门听证中说，
特朗普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和“非常规
渠道”处理乌克兰事务，两个渠道就总统要
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有分歧。

“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人律师鲁
迪·朱利安尼主导，成员包括美国政府前乌

克兰问题特使库尔特·沃尔克、美国驻欧洲
联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能源部长里克·佩
里。

泰勒告诉调查人员，他“明确了解”调
查亨特·拜登供职的天然气企业贝里斯马
控股公司是乌方获得军事援助的前提。桑
德兰曾告诉他“一切取决于泽连斯基宣布
调查”。

泰勒认定，调查那家企业的目的是曝
光拜登的“黑料”，以帮助特朗普连任。

依据公开的证词，泰勒没有直接与特
朗普本人或朱利安尼沟通。共和党人因而
以泰勒不掌握一手信息抨击他。

白宫增加人手
特朗普 6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回应，

说弹劾调查是“虚伪骗局”。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否认不当处理

乌克兰事宜，认定弹劾调查是民主党人对
他的政治迫害。

为应对弹劾调查推进，白宫预期强化
通信小组实力。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
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特朗普的“盟友”、佛
罗里达州前总检察长帕姆·邦迪和财政部
前发言人托尼·萨伊格预期进入这一小组，
协助应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的状况。

新华社特稿

知情人士 6 日披露，多家监管机
构责成美国波音公司修改 737 MAX
系列客机软件系统修复说明书，恐导
致 737 MAX复飞时间延后。

彭博社报道，波音近期提交的软
件系统修复说明书没有通过美国联邦
航空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等监管机构
审核。另据美联社报道，审核上周开
始，仍未完成。

737 MAX 需要先通过全面审核、
模拟机测试和安全认证飞行测试，随
后才能获监管机构“放行”复飞。

波音 6 日发表声明解释，企业依
照先前常用格式提交说明书，但“监管
机构要求以不同形式表达信息”，因而
这家飞机制造商“正按要求修改说明
书”。

知情人士预估，说明书遭“打回重
做”可能让复飞时间延后数天甚至数
周。

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因牵涉两
起致命空难事故今年 3 月遭全球多国
停飞，迄今仍未复飞。证据显示，客机
特有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
自动防失速软件可能在一个飞机迎角
传感器显示数值不正常时遭激活，继
而导致客机不断俯冲、难以受飞行员
掌控。

波音正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下属
的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一起对 MCAS
作出修正。柯林斯负责开发 737 MAX
的自动化计算机系统。

依 据 波 音 先 前 提 交 的 说 明 书 ，
737 MAX今后将使用两台飞行控制计
算机，而不是一台。

波音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说，企
业在接受审核时将继续与联邦航空局
等监管机构合作。就 737 MAX 复飞，
他说：“现在猜测会如何影响复飞计
划，为时过早。”

据新华社电

英国保守党人发布一段剪辑过的视频
片段，断章取义最大反对党工党脱离欧洲
联盟事务发言人基尔·斯塔默的采访，被质
疑有误导选民、打压对手之嫌。

保守党主席詹姆斯·克莱弗利 6日不认
可视频遭“过度编辑”以至于失真的说法，
拒绝道歉。

随着 12 月 12 日议会选举临近，久拖不
决的“脱欧”进程成为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
重要因素之一。

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斯塔默 5 日接
受英国独立电视公司采访，被“拷问”工党
的“脱欧”计划，包括如何与欧盟重新谈判
一份“脱欧”协议、会否在二次全体公民投
票中为这份协议宣传造势。

路透社报道，斯塔默接受采访后，保守

党人发布一段采访视频片段，剪辑掉斯塔
默回答主持人提问的内容，试图给外界留
下工党就“脱欧”事务没有答案的印象。

按这家媒体说法，在这段遭过度编辑
的片段中，独立电视公司主持人皮尔斯·摩
根问斯塔默，欧盟为何会给予工党政府一
份新的“脱欧”协议。斯塔默随后开始眨
眼，似乎吃惊不小，表情犹豫且不自然。视
频还配上红色字幕：“工党就‘脱欧’没有计
划。”

然而实际采访中，斯塔默没有犹豫，而
是立即回答：“好的，皮尔斯，3 年里我一直
在和欧盟以及欧盟 27个成员国的政治领导
人沟通，我非常了解他们可能给工党政府
一份什么样的协议。”

保守党议员约翰尼·默瑟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布这段视频片段。他承认视频失
真，同时道歉。然而，保守党主席克莱弗利
不接受视频遭过度编辑以至于失真的说
法。他辩称，剪辑视频的原因是为让它变
短一些，“因为基尔的回答太过啰嗦”。

这样的说法遭到主持人摩根批评。
“这简直令人错愕：无耻地重新编辑一

段视频，让它看起来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给
出完全误导（的信息）……来让你的对手看
起来愚蠢，”摩根说，“而且当你被抓到，你
甚至不敢说：‘是的，我们原本不该那么做，
我道歉’。”

一些政治人士担心，竞选期间，误导选
民的“假新闻”可能经由社交媒体迅速传
播，进而间接左右选举结果。

新华社特稿

美众议院拟就弹劾调查公开听证

竞选开局不顺 英保守党惹麻烦

波音737 MAX客机

复飞再受阻

特朗普特朗普（（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