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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前竞选经理
定于今日受审

涉罪无关“通俄”

马航370航班客机安全调查组
30日公布调查报告称，目前仍无法
确定客机失事原因。

调查组负责人郭师传在当天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缺少证据，尤
其是飞行记录仪数据和客机主要残
骸，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仍无法查
明。对于客机本身、机长和副机长等
方面的调查未发现异常，但不能排
除第三方人为干预导致客机转向。

该调查报告包含附件在内共
1000多页，记录了调查组对各方面
信息的调查分析，包含机上人员、飞
机系统安全性、卫星通信、航班货物
等。根据这份报告，迄今只有3片残
骸是官方“确认”属于马航370航班
客机的。

郭师传说，这并不是关于马航
370航班客机的最终报告，飞机失事

的“最终答案只有找到残骸才能得
出”。在无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调
查组可能在不久后解散。调查组计
划前往北京向中国籍乘客家属进行
说明。

报告还对航空公司、航空管理
机构等提出19项安全建议，包括引
进航班动态位置跟踪等。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当天
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放弃找到马航
370航班客机的愿望。我们仍然希
望，当有新的可信证据出现时，可以
找到谜题的答案。”

2014年3月8日，从马来西亚吉
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
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2015年1
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该航
班客机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
遇难。 （新华社）

马航370客机调查报告称
失事原因仍未确定

●调查组负责人说，由于缺少证据，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仍
无法查明。对于客机本身、机长和副机长等方面的调查未发现异
常，但不能排除第三方人为干预导致客机转向。

●该调查报告包含附件在内共1000多页，记录了调查组对
各方面信息的调查分析，包含机上人员、飞机系统安全性、卫星通
信、航班货物等。

●根据这份报告，迄今只有3片残骸是官方“确认”属于马航
370航班客机的。调查组负责人说，这并不是关于马航370航班客
机的最终报告，飞机失事的“最终答案只有找到残骸才能得出”。

调查组公布的调查报告 据新华国际

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7月30日
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由首相洪
森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获得约486万
张选票，以77.5%的得票率获胜。

人民党发言人索耶桑30日表
示，这次选举是人民党的一次历史
性胜利，显示出柬埔寨选民对人民
党执政能力的信任，相信只有人民
党能够领导柬埔寨繁荣发展。

柬埔寨全国选民注册人数约
838万名，此次选举共有约688万人
投票，投票率为82.17%。

柬埔寨第六届国民议会选举投票
于7月29日举行。本次选举共有20个政
党参选，角逐国会125个议席。国民议会
是柬埔寨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每届任期5年。各党获得议席数的最终
结果预计于8月15日公布。 （新华社）

特朗普政府又要“关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9
日警告国会，如果国会拒绝给他
主张的移民政策开“绿灯”，他不
惜让美国政府再次“关门”。特朗
普在“推特”上向国会中的共和党
议员喊话，要求他们支持他的一
系列移民和边境安全政策，包括
拨款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
离墙，否则“我宁愿‘关停’政府”。

美联社报道，共和党籍国会
众议员打算在10月1日开始的新
财政年度拨款50亿美元，用于满
足特朗普的“修墙”计划，远多于
参议院版本拨款法案中的16亿美
元。民主党人一直反对“修墙”，虽
然在共和党所占席位优势大的众
院难以阻止法案通过，但在席位
数相差不多的参院希望较大。

特朗普几天前与众院议长保
罗·瑞安和参院共和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会面，讨论拨款事宜。麦
康奈尔在会面后告诉媒体，“修
墙”资金问题不大可能在11月国
会中期选举前解决，但他认为政
府不会“关门”。 （新华社）

●保罗·马纳福特于2016年3月加入特朗
普竞选团队，同年6月被提拔为竞选经理。

●两个月后，马纳福特因被曝曾收受乌
克兰亲俄政党酬劳而离职。马纳福特后
来成为“通俄门”调查的主要对象之一。

●美联社报道，马纳福特是唯一名遭
特检组起诉、不愿配合调查而选择受
审的美国人。

特朗普和多名律师寻求淡化马纳
福特与特朗普的关系。只是，审理不会
完全不牵涉总统竞选一事。按照特检组
的说法，马纳福特在特朗普竞选团队的
职位与几项银行诈骗罪名指控相关。

检方打算出示证据，显示其中一
家银行的行长允许马纳福特提供不
准确贷款信息，条件是能让自己进入
竞选团队并在特朗普政府谋得一职。
只是，政府职位后来“泡汤”。

2016年8月总统选举胶着之际，
《纽约时报》爆料马纳福特收受亲俄
罗斯的乌克兰地区党钱财，帮助俄罗

斯谋取利益。随后，马纳福特辞任特
朗普竞选团队经理。

特检组去年10月对马纳福特提
起公诉，指控他为先后出任乌克兰总
理和总统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及其
所属地区党从事游说活动多年，获得
巨额收入，却不向美国政府报备自己

“代理人”身份。马纳福特及其同伙经
由海外秘密账户转移资金，在美国过

“奢华生活”、不报税。
美联社报道，马纳福特是唯一名

遭特检组起诉、不愿配合调查而选择
受审的美国人。特检组所起诉的另外

31人中，所有美国人都与政府达成认
罪协议，其余是无法在美国出庭的俄
罗斯人。

这家媒体推测，马纳福特之所以
拒绝认罪，是因为一旦由法庭定罪和
判处刑罚，特朗普可能动用总统特权
予以赦免。

美国圣母大学法律教授、前联邦
检察官吉米·古鲁勒说，马纳福特“或
许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所以不愿
承认任何罪名，即便是较轻的罪行”，

“显而易见，这么做对他而言有非常
大风险”。 （新华社）

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
亚市一家联邦法院定于31日开始
审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前竞选
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金融犯
罪案，涉及他经由海外秘密账户
转移巨额资金、奢侈消费等。

这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
勒主持“通俄”调查后的首场审
理。只是，控辩双方可能不会提及
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在2016年总
统选举期间与俄罗斯方面“串
通”，甚至只字不提俄罗斯。

这场审理将关注马纳福特向乌
克兰政党提供政治咨询服务，只会简
要触及他与特朗普竞选的关联。

特检组历时一年搜集积累的证据
将在马纳福特受审期间公开。多名检
察官说，可能传唤35名证人，证明他洗
钱金额超过3000万美元并向美国国内
收入署隐瞒这笔咨询服务所获报酬。

预计检方31日将向陪审团出示
一系列照片，显示马纳福特名下“奔

驰”车和豪宅的高尔夫球练习场与泳
池。证人将向陪审团告知马纳福特在
洛杉矶贝弗利山的定制衣物、高端古
董、地毯和艺术品。

马纳福特的辩护律师、前联邦检
察官雷纳托·马里奥蒂说，检察官展
示马纳福特的“奢华生活”旨在让陪
审团讨厌当事人。

联邦地区法官托马斯·塞尔比·
埃利斯三世将主持庭审。他先前在听

证会上提醒检察官“克制”，要求注意
美国国内现有对俄罗斯“反感”情绪，
而大多数美国人“无法区分乌克兰人
与俄罗斯人”。

埃利斯说，他无法容忍庭审时可
能出现马纳福特等人“与衣着暴露女
性出现在鸡尾酒会上”之类照片。

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斯向他保
证，不会有那种照片和俄罗斯国旗照片，

“不指望证人吐出‘俄罗斯’这个词”。

靠洗钱得“奢华”？ 可能传唤35名证人

拒认罪盼“赦免”？“或许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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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国窖1573：
让中国文化和中国白酒走得更远

南非，约翰内斯堡，加
拉格尔会议中心7月26日
晚，在2018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中国之夜晚宴上，中国
红包装的国窖 1573异常
抢眼。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在
活动举办过程中表示，泸州
老窖希望借乘金砖峰会的
东风，在非洲，乃至全球更
加深入地传播中国文化，让
中国白酒和中国文化走得
更远。

泸州老窖是中国最古老的四
大名酒之一。1996年，“1573国宝
窖池群”成为行业首家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其传
统酿造技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1573
国宝窖池群”并称为泸州老窖的
文化遗产双国宝。

泸州老窖传统酿制技艺，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创精神，
因其跨越时空的长期性及独特
的文化地理性，决定了其具有
珍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人
文价值、民俗价值、经济价值及
社会价值。

中国白酒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载体，中国文化是中国白酒的
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典型代

表，中国白酒要想获得更大的发
展，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国际
化。泸州老窖始终坚信，在全球，
中国文化能走多远，中国白酒就
能走多远。因此，加快推进中国白
酒国际化，就要在全球广泛传播
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日益融入
世界、影响世界。

刘淼表示：“此次随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来到南非，我们再
次深刻感受到非洲大陆蓬勃发
展的态势。金砖峰会这样的国
际顶级平台，既是中国企业发
出声音、展示形象和实力的舞
台，又是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
共同凝聚中国力量的‘口岸’，
将 有 力 助 推 中 国 企 业 融 入 世
界，也将成功吸引世界关注中
国企业。”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酒文化、
消费习惯，这导致海外市场对中国白酒和
白酒文化缺乏认知度。中国白酒走向世界
的路途并不一帆风顺。

但在泸州老窖看来，寻找文化共通点，
适应当地不同消费文化、在消费习惯和需
求是推行中国白酒国际化的有效方式。

刘淼介绍：“为响应供给侧改革和消费
升级，在传承传统白酒的基础上，我们推出
了养生酒、现调鸡尾酒、预调酒、橡木桶白
酒等多款迥异于传统白酒的创新型产品，
迎合了消费者国际化、时尚化、年轻化的消
费需求，让全球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国白酒
的独特魅力，也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好评。”

近年来，泸州老窖在美国、法国、俄罗
斯、比利时等全球主要城市开展“让世界品
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并举办国
际诗酒文化大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白酒
与文化的魅力。

去年9月的泸州老窖·国窖1573“让世
界品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莫斯科站上，泸
州老窖携手国际著名艺术家蔡国强，以“白
酒+火药”的创新组合亮相。活动现场，俄罗
斯嘉宾不但观赏到火药艺术作品，还品尝
了以国窖1573为酒基调制的中式鸡尾酒，
纷纷竖起大拇指。

今年世界杯期间，作为唯一进入世界杯
官方款待包厢的中国白酒品牌，泸州老窖特
别推出了一款“Panda1573”鸡尾酒。这款鸡尾
酒以国窖1573为酒基，杯沿上还挂上一只萌
翻众人的熊猫玩偶，一经亮相便受到疯狂追
捧，甚至在Instagram、Twitter和Facebook上
掀起了一股与“Panda1573”合影的风潮。

“作为历史悠久的白酒品牌，泸州老窖
一面是传统，另一面是国际范。我们升级海
外营销模式，以开放之姿融入全球竞争，向
世界推广中国白酒文化，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创新之路。”刘淼曾这样对媒体说。

百年企业的创新路

目前，泸州老窖已在全球
4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销
网络，成为了海外能见度最高、
分布最广的中国白酒品牌之
一。泸州老窖产品还成功进入
世界上食品安全标准较高的北
欧市场。

刘淼表示：“泸州老窖获
得海外市场的认可，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全球消费者对中国
品牌以及承载其上的中国文
化的认可。”

泸州老窖自 2016 年正式
进军非洲市场，经过两年的精
心耕耘，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市场获得快速发展，取得了相
对其它中国白酒的领先优势。

目前泸州老窖是进入非洲
市场最多，传统华人市场占有

率最高的中国白酒企业，在东
非地区部分国家形成了绝对的
市场优势，西非地区业务也在
极速增长过程中。

截至目前，泸州老窖已进
入非洲11个国家，以与当地经
销商合作的模式进行销售，在
未来两年内，还计划进入国家
增加到18个以上。

刘淼谈到，目前泸州老窖非
洲的市场经营目前主要聚焦于
传统华人市场，未来将进一步增
加扩展销售区域数量，争取在
两年后覆盖非洲允许烈酒进口
的主要国家。同时，针对传统华
人市场，着力构建消费氛围，增
加品牌宣传力度，核心市场筹
备组建国窖荟，进一步提高市
场占有率和销售金额。 （荆晶）

浓香国酒的环球梦泸州老窖的文化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在2018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国之夜晚宴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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