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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宣布，上
任近两年的内政部长瑞安·津克将
于今年年底去职。特朗普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说，近期将宣布新任内政
部长提名人选。津克是特朗普政府
第9名离职内阁官员。

特朗普内阁“离职潮”继续
美内政部长年底去职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据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报道，盐
城金蜂发现多名工人将已撕掉标签
的过期或临近过期的蜂蜜，倒进大桶
里进行回收，宣称是“退给蜂农养蜜
蜂”。然而回收后的蜂蜜大桶上都贴
上“倒蜜”被送入原料库。标签显示其
产品名称为北京同仁堂蜂蜜，而依据
标签中的生产日期显示，有的临近过
期，而有些已过期。知情人表示，在企
业的生产车间里，过期或临近过期的
蜂蜜量还不算多，更多的被存放在十
多公里外的大型仓库里。

赶到现场检查的市场监管局表
示，企业应在召回的产品上，挂上不合
格品标识，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当中，
仅发现有一张标识标有不良品，认为
企业这样的行为是很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今年9月，市场监管局就

曾接到过举报，并将这家企业上升为
重点监控企业。今年10月，执法人员在
巡查时，再次发现了问题。这一次的调
查，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该企
业将2018年3月份的生产日期，更换成
2018年6月份。企业负责人辩称是“失
误，贴错标签了”。

据了解，盐城金蜂是同仁堂蜂业
食品蜂蜜的委托加工生产单位。天眼
查资料显示，盐城金蜂成立于2014年，
注册资本为700万元，主营蜂产品研发
及其技术转让、蜂产品生产等。2018年
9月，在另外两位股东退出后，目前盐
城金蜂由周金林100%控股。

据盐城市沿海县人民政府官网
2015年3月26日发布的信息显示，通
榆镇在当年一季度引入单体投入
5000万元的盐城金蜂食物科技项

目，该项目占地30亩，年产蜂蜜系列
食物5000吨以上，上半年可完成提
前竣工投产。该官网发布的另一条
来源为环保局的信息显示，2017年，
盐城金蜂计划投资2000万元于盐城
市滨海县通榆镇民营创业园9号扩
建“年产蜂蜡2000吨，蜂王浆50吨，
蜂产品制品30吨加工项目”。

此外，周金林还是永嘉县金林
养殖专业合作社、滨海县金红养蜂
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值得注
意的是，周金林担任高管的永嘉县
显满农业专业合作社、任法定代表
人的永嘉县金林养殖专业合作社均
曾因未按规定提交年报信息而被列
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12月16日上
午，记者致电周金林，他表示“不知
道此事，有事情来公司谈”。

26岁上海女生
印尼龙目岛浮潜失联
当地警方称已接到报案

12月9日，上海26岁女生张秋珏
（上图）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浮潜时失
联，目前仍无消息。

12月15日，张秋珏的一名同学向记
者透露，张秋珏于12月1日离沪前往印
尼，参加当地艺术家朋友的活动并游玩，
12月9日在印尼龙目岛浮潜时失踪。

记者16日从中国驻印尼巴厘岛领
事馆龙目岛联络员处获悉，12月9日
张秋珏与摩洛哥友人Asyraf在龙目岛
上的旅行社共同报名参加了浮潜项
目 ，然 而 当 天 返 回 的 只 有 Asyraf，
Asyraf称张秋珏浮潜后未折返。此后
旅行社连续搜寻了三天依旧未发现
张秋珏的下落，于是向印尼警方报
案，并且通知了中国驻巴厘岛领事
馆，目前尚未获得显著进展。印尼警
方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接到报案。

16日早上9时，记者联系上张秋珏
父亲，他称女儿目前仍然没有消息，目
前正在紧急办理护照，想尽快前往印
尼。他表示，已于15日与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取得过联系，并正在联系印尼警
方，因语言不通他想寻求帮助，同时他
也希望能当面与Asyraf进行交流。“她
（女儿）告诉我过她要去那里参加一个
活动推广会，她之前并没有去过那里。”

据了解，张秋珏目前在中国台湾
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读硕士。

上述同学表示，12月10日，该校一
名教授收到一名为HM Achyaf的人从
社交媒体上传来的消息，求助张秋珏
家人的联络方式，说有紧急情况。该教
授不确定信息真假，转发信息给张秋
珏本人的信箱求证，并转告其他师生，
但未得到张秋珏回应。张秋珏的同学
朋友随即试图联络她，但都没有得到
回应。她的微信朋友圈最近更新时间
为12月7日，定位在印尼巴厘岛。

印尼当地新闻称，Asyraf为摩洛哥
人，12月9日下午3时与张秋珏和另外
一名游客一同前往海边浮潜，但Asyraf
回到海滩后，没有见到张秋珏，只找
到了她在海滩上的衣服、包和手机。
Asyraf和当地人随后到张秋珏的寄宿
家庭以及周边搜寻，截至当天晚上8
时10分都没有见到张秋珏，随即报
警，当地警方目前仍在搜索，但没有
进一步的消息。张秋珏在外地的友人
和懂印尼语的同学也已联络她住宿
的寄宿家庭，对方称没有在沙滩上发
现张秋珏的潜水设备，怀疑她是在潜
水时失踪的。

“她朋友说张秋珏不太会游泳。”
中国驻印尼巴厘领事馆龙目岛联络员
告诉记者，此前Asyraf对他表示，浮潜
时第一次回头还看到了张秋珏，第二
次就不见了。 （澎湃新闻）

怨愤“干扰”
受到“出自政治动机的恶毒攻击”

特朗普15日借助社交媒体“推
特”发布津克离职消息，说这名下属

“取得很大成就”，新任内政部长提
名将在近期宣布。

依法律流程，特朗普提名的内
阁成员需要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
美联社15日从津克助手那里获得津
克的辞职信。津克在信中说，他受到

“出自政治动机的恶毒攻击”，使他履
行职责时面临“干扰”；他在职的最后
期限是明年1月2日。这封信的标注日
期为15日。不清楚特朗普发布推文
时，津克是否已向他递交辞呈。

美联社解读，津克辞职的时机，
关联数周后民主党接掌国会众议

院，政治气候可望发生变化，可能
“深挖”津克所受一系列道德失范指
认。国会中期选举11月6日举行，民
主党转而在下一届国会众议院占据
多数席位，特朗普所属共和党保住
参议院控制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披
露，白宫近几周推断，津克可能是最易
成为众议院调查对象的内阁成员。

同时，津克离职恰逢“离职潮”，
他是内阁第9名离职官员，其他人包
括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环境保
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

企业“宠儿”
多次举行石油租赁权拍卖等

津克现年57岁，曾是蒙大拿州

联邦众议员，去年3月出任内政部
部长。

他响应现任政府提出的“商业
友好”政策，在内阁中扮演支持能源
开发、放宽联邦环境保护法规的主
要角色，多次举行石油租赁权拍卖、
废除数项钻探禁令，成为美国能源
和采矿企业的“宠儿”。

同时，他因主张放宽环保法规而
受到部分政界人士和环保组织抨击。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15日在推特上说：“以津克对待
环境和宝贵的公共土地资源的方式
以及他把政府当作私人蜂蜜罐，（可
以看出）他是内阁中‘毒性’最强的
成员。”

非营利机构美国生物多样性中
心执行董事基兰·萨克林15日发布

声明，说津克将成为美国迄今“最差
劲”的内政部长，他所持“刀耕火种”
的政策主张对公共土地和野生动物
具有“绝对破坏性”。

而在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莉
萨·穆尔科斯看来，津克是美国西部
数州的“有力伙伴”。

调查未了
津克面临多项道德失范调查

内政部副部长戴维·伯恩哈特
将成为临时接任津克的可能人选。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会共和
党助理告诉美联社记者，共和党籍
联邦众议员劳尔·拉斐尔·拉布拉多
尔对内政部长一职感兴趣，打算15

日前往白宫，与多名官员商讨。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共和党

助理披露，“觊觎”内政部长职位的
还有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
议员杰夫·德纳姆。

现阶段，津克面临多项道德失
范调查。内政部总监察长办公室10
月发布报告，指认津克允许妻子乘
坐公车，尽管内政部规定禁止非政
府官员乘坐公车。报告同时指认津
克夫妇去年夏天前往土耳其和希腊
度假，内政部派安保先遣队保护，花
费2.5万美元公共资金。

内政部总监察长办公室同时调
查一项发生在蒙大拿州的土地交
易，交易双方是津克设立的基金会
和与内政部有商业往来的一家能源
企业董事长。 （新华社）

又走
一人

另据美媒当天晚些时候
披露的津克辞职信内容，他将
于明年1月2日正式离任。津克
在信中否认自己存在不当行
为，称对他的指责出于“政治
动机”。

津克去职在美国多数舆论的意料
之中。美国政府在中期选举后通常都
会进行人事改组，而津克自去年年中
起就负面新闻缠身，因可疑地产交易、
滥用公款包机旅行、办公室装修“天价
门”等面临调查。

同仁堂蜂蜜 信任的“甜”变“苦”了
被曝回收过期蜂蜜，同仁堂蜂业致歉 北京大兴食药监已介入调查

12月15日晚间，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报道了盐城金蜂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回收过期蜜一事。企业宣称“退给蜂农养蜜蜂”，却发现这些
蜂蜜被送回了原料库。而该企业是北京同仁堂蜂业的委托加工方。

随后，有消费者在网上表示，前段时间特意买了同仁堂的蜂蜜，
觉得是老牌子值得信赖，正是盐城金峰的产品，喝进去小半罐了，这
下心凉透了，好“苦”！

16日上午，北京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致歉声明，称其监管不力，已暂停盐城金蜂的代加工，物料封存，等待
调查。16日下午，同仁堂蜂业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公司已
经成立专门的调查组，深入调查此事，有结果一定会及时通报。

目前，北京市大兴区食药监管部门已前往北京委托方、即北京同
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开展调查，如发现北京企业从事或参与相关违法
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16日早间，北京同仁堂蜂业发
表致歉声明表示，出现问题是北京
同仁堂蜂业存在监管不力和严重
失察的责任。其已通知盐城金蜂在
调查期间暂停其受托加工生产活
动，对所涉物料全部进行封存，并
将全力配合上级公司和政府监管
部门开展调查。在这则声明中，也
解释退蜜的情况。声明表示，关于
报道中提及的违规处理退货蜂蜜
问题，北京同仁堂蜂业于2018年8
月与盐城金蜂签订了退货处理的
相关合同，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从退
货中“清理的蜂蜜只可用于养蜂基
地进行喂养蜜蜂，不得做除此以外
的任何用途”。经初步调查，由于其
现场监管不到位，存在对清理出的
蜂蜜未明确标识的问题。

同时，尚未发现退货蜂蜜进入
生产用原料库的情形，其还将进一
步深入调查核实。

而盐城金蜂更改标签日期一
事，北京同仁堂蜂业表示是由于
2018年年初工厂搬迁，在不同生产
地址的标签转换时，对标签的管理
和使用出现差错。所涉产品已全部
封存，未流向市场，会在监管部门
的监督下依法处理。

16日下午，记者致电同仁堂蜂
业相关负责人获悉，目前同仁堂蜂
业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系统
地从头到尾深入调查此事，由于调
查需要时间，不会马上出结果，但
公司在积极推动调查，一旦有结果
一定会及时通报。
（法制晚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等）

最新进展
同仁堂蜂业已成立调查组有结果及时通报

媒体报道
事发企业曾被重点监控，屡次查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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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工人称，这些蜂蜜是回收用来喂养蜜蜂的

中美学者举行座谈会
纪念两国宣布建交40周年

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15日在
美国东部城市亚特兰大举行座谈会，
纪念中美宣布建交40周年。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
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
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
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参加座谈的两国学者认为，中美
两国宣布建交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几乎同步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
业和中美关系的发展令彼此受益，双
方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一系列积极变
化，值得两国和世界为之欢欣鼓舞。

与会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
员、中国问题专家本杰明·肖伯特，美
国智库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
伟等美方学者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事
业取得的重要成就让美中关系持续发
展。中国领导人近期多次表示，中国将
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并坚定不移地推进
改革开放。美国各界对此充满期待，中
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将继续影响两
国关系今后发展走向。

两国学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面
临新的挑战，双方更应继续发挥政治
智慧，保持各层级交流沟通渠道畅通，
为两国关系多添“正能量”，推动构建
更多“稳定器”，并为全球和平与繁荣
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发表
讲话说，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解
决全球性挑战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
益，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
有益于两国人民，更对全世界人民福
祉有着重要影响。面向未来，中美应以
更积极心态开展合作，扩大各领域交
往，推动取得更多双赢成果，妥善处理
彼此分歧，确保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
定发展。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北美
校友会和卡特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两
国各界近200人参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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