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余小红 美编 黄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际10
2016年12月19日
星期一

谁入主白宫他们说了算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

举人团制度，总统由各州议会选出的选举
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
生。这一制度于1788年第一次实行，现已经
历了2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

根据选举人团制度，选民投票时，不仅
要在总统候选人当中选择，而且要选出代
表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简
称华盛顿）的538名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
团。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
（270张或以上）即可当选总统。

特朗普的
最后一关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大使馆获悉，当地时间16
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苏克雷
州、苏利亚州、巴里纳斯州等多地发
生民众骚乱哄抢事件，当地超市、商
店遭大规模砸抢，其中包括多家华
侨商铺。我使馆已启动应急预案。

记者连线当地多名华人得知，
华人在此次事件中损失严重，一名
华人称，在遭遇哄抢时，他们直接从
二楼跳下去逃生。目前，由于兵力、
警力不足，很多华人和军警组队一
起上街巡逻。

哄抢商铺
“退钞”引发民愤
华人损失严重

旅委华侨小谢告诉记者，委内
瑞拉宣布100元面值的纸币退出市
场后，由于市场秩序混乱，引起极大

民愤。这导致多地华人商铺及住家
无辜波及，被歹徒撞门、撬门哄抢。

委内瑞拉华人网的邹文宝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哄抢事件
中，华人损失严重。在玻利瓦尔州首
府玻利瓦尔城，遭到哄抢的主要是
中国人开的超市、商店，店铺被当地
不法分子利用货车撞开铁门、卷闸，
甚至撞破墙壁。身在委内瑞拉图梅
雷莫的Yuki告诉记者，事发后自己
就在委内瑞拉的兵部房，现在有100
多名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华人被暂时
安置在此。谈到自己的商铺被抢的
情况，他表示，整个店铺被洗劫一
空，连灯泡、马桶都拆走了。

华人讲述
从二楼跳下逃命
亲眼看着店铺被抢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城的华人

何依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
人到处哄抢华人商铺，我现在无家
可归，只能带着孩子去一个当地人
家里借住。”到当地时间17日早上，
何依华说，“我店外有很多暴徒，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抢”。

在玻利瓦尔城经营商铺的王
晶（化名）接受采访时称，“那帮人
是直接开着挖土机和大卡车来抢
商铺的，他们直接凿墙进入到店铺
内抢东西。”王晶说，遭到哄抢时，
自己与其他10人为了逃命，从二楼
的逃生窗跳下去。

紧急应对
使馆启动应急预案
华人与军警组队巡逻

事件发生后，驻委使馆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了解在委中国公
民及华商人身和财产损失情况，并

紧急联系委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
等部门，要求委方高度重视，采取有
效举措，尽快恢复和维护治安，切实
保障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使馆表示，当前上述地区情况
较为复杂，驻委使馆郑重提醒广大
驻委中资公司及旅委华侨华人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
注意保护好商铺等，减少不必要外
出，减少或避免前往骚乱地区，危
急时刻首要保障人身安全。

委内瑞拉华人MIMI告诉记者，
玻利瓦尔城的侨领、侨胞们与军警
组建巡逻队伍，但由于兵力、警力不
足，不能分派兵力驻扎守护。

委内瑞拉华人吴柏儒告诉记
者，哄抢开始后，很多华人联合士
兵和警察一起上街，防止更多商店
被抢。另外，各地的侨领通过不同
的渠道、方式与政府的军、警高层
沟通、施压，政府也答应派兵增援。

欲搜查青瓦台访客档案
韩调查组吃“闭门羹”

据韩联社报道，17日，韩国各地民众展
开第八次烛光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及代行
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黄教安下台。韩国多名
议员于16日造访韩总统府青瓦台，有意就朴
槿惠“闺蜜门”一案搜查青瓦台访客档案。不
过，青瓦台官员以事情涉及安全为由，拒绝
了他们的搜查要求。国会调查人员表示，将
再次尝试搜查青瓦台。

韩国市民团体16日透露，由进步阵营
的15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联合组织的“朴
槿惠政权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于首尔时间
17日下午5时，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集
会，要求宪法法院迅速处理弹劾案，并主张
代总统黄教安与朴槿惠是同谋，要求二人
立刻下台。

据报道，遭弹劾停职的韩国总统朴槿
惠，她委托律师团向宪法法院递交了驳斥国
会弹劾决议所列13项罪状的答辩状和反对
调阅亲信门案卷的异议申请书。律师团一员
李中焕当天下午在宪法法院召开记者会表
示，国会无端弹劾，应予驳回。

李中焕称，违宪指控难以接受，违法指
控没有证据，律师团将据理力争，但李中焕
暗示朴槿惠不会出庭受审。李中焕否认总统
受贿及对沉船事故负有责任，但被问及是否
介入崔顺实基金会运作时，李中焕回答将在
审理过程中表态。

李中焕还称，宪法法院请求亲信门独立
检察官和检方提供正在侦办中的崔顺实案
卷宗违反了《宪法法院法》。被问及提出异议
是否意在推迟弹劾审理进程时，李中焕回
答，希望在程序合法揭示真相的前提下尽快
审理。 （法制晚报）

海姆利希急救法创始人去世
二战时曾在华救治中美军人

海姆利希急救法（又称海姆立克腹部冲
击法）创始人，美国胸外科医生亨利·海姆利
希17日在美国辛辛那提去世，享年96岁。以
他的姓命名的急救法问世42年来挽救了无
数因呼吸道被异物堵塞而濒临死亡的生命，
据信仅在美国就挽救了5万多人。

海姆利希生前回忆，看到每年有数千
人因异物堵塞呼吸道无法呼吸死亡后，他
从1972年起开始研究迅速帮助患者排出
异物的方法，经过两年努力发明了这种急
救法。

海姆利希曾说，这种急救法最大的好
处是“让任何人都能挽救生命”。今年早
些时候，这位医生用自己发明的急救法救
活了在养老院吃汉堡包时被噎住的87岁
老人帕蒂·里斯。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海姆利希受美国海军派遣，在中国西
北治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受伤的中国和
美国军人。 （新华社）

印尼空军“大力神”坠毁
机上13人身亡

印度尼西亚空军一架C-130“大力神”
运输机18日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坠毁，机上
13人全部罹难。

空军参谋长阿古斯·苏普里亚特纳接受
印尼美都电视台采访时说，该“大力神”运输
机18日5时35分从巴布亚省提米卡起飞前往
瓦梅纳，运载12吨食品和水泥，飞机坠毁时
距离着陆仅数分钟。

提米卡距离瓦梅纳大约200公里。法新
社援引阿古斯的话报道，飞机定于6时13分
着陆，塔台6时8分还看到运输机，6时9分与
其失去联系。

运输机搭载1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
员，分别为3名飞行员、8名技师和一名领
航员。阿古斯认为，恶劣天气是导致坠机
事故的重要原因，飞机坠毁前曾在云团间
穿行。

坠毁地点位于多山的查亚维查亚地区，
救援人员迅速定位发现飞机残骸。电视画面
显示，搜救人员已经抵达坠机地点，找到13
名死者遗体。

调查人员已经前往事发地点取证。按印
尼空军方面说法，坠毁运输机购自澳大利
亚，事发时距离例行维护还有超过60小时的
飞行时间。

这是印尼一个月以来第三起空难。上
月24日，印尼一架军用直升机在婆罗岛坠
毁，致死3人；12月3日，一架载有13人的警
方轻型运输机在廖内群岛省巴淡岛附近海
域坠毁。 （新华社）

第三种
可能

委内瑞拉多地发生骚乱 华人超市遭哄抢
我使馆启动应急预案 当地华人：店铺被洗劫一空，连灯泡、马桶都拆走了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7年 1月 4日下午 2 点在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 号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竞价大厅现场与网络同步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1）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8 号 66 栋 5 单元 5 层 9 号住宅（成房权

证监证字第 1539313 号）。 面积：203.60m2，参考价：210.89 万元，保证
金：22 万元。

（2）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8 号 69 栋－1 层 91 号车位（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1514646 号）。 面积：38.67m2，参考价：18 万元，保证金：2 万元。

（3）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 25 号 4 栋 2 单元 3 层 4 号（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1867954 号），面积：42.18m2，参考价：39.42 万元，保证金：4 万元。

二、展示时间：即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为止。
三、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1 月 3 日下午 4:00 前，竞买人持有效证件及缴纳保证金

相关票据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该标的即日起现场展示，按标的现状拍卖，标的瑕疵由
竞买人自行查验。有意竞买者，请于即日起持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咨询，按规定数额缴纳保
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收款单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开户行：交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
账号：5116160130180100440800003（保证金不计息），并办理竞买手续。 优先购买权人
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按规定办理竞买手续，否则视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请当事人、担
保物权人和其他权利人于拍卖日到场。 此资产拍卖请详见：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
//www.rmfysszc.gov.cn/)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咨询报名地址、电话：成都市科华北路 58号“亚太广场”c幢 729号 028-85256973
�����������������������������������������������������������四川省炳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2 月 19日

四川省炳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广告

虽然美国宪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禁止选举人投票给并未获得民众投票
多数的选举人，但美国29个州和华盛顿
都出台了相关法律以打消这些“不忠实
的选举人”的念头，惩罚方式包括处以罚
金，或威胁将其选举人身份替换掉。

如果这些“不忠实的选举人”真
的“反水”，而且导致特朗普和希拉里
都没有达到他们需要的270张票时会
发生什么呢？首先，僵局出现后，美国
众议院将投票选举总统，赢得26个州
以上的候选人将成为总统。如果没有
一位候选人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那么就再次、反复投票。如果直至明
年1月20日，仍没有人被选出，那么新
的副总统将成为代总统。

副总统又如何选出来？如果众议
院的僵局持续，（当然这种情况极不
可能发生，因为众议院目前是由共和
党控制），那么参议院将选举副总统，
而选出来的副总统将成为代总统。

众议院僵局！参议院选举副总
统，赢得51票或以上的候选人将成为
副总统。如果两位候选人的票数持平
为50-50，那么现任副总统拜登将投
下关键性一票，明年1月20日成为副
总统的人或将出任代总统。

今日美国
“真正”
选总统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虽然正忙于组建内阁，但他还未真正官方地成为美国总统。他必
须通过19日美国各州的538个选举团成员投票这道大关后，大选结果才能正式生效。也就是
说，这些选举人才能最后决定谁入主白宫。

这些选举人将于美国时间的12月19日代表各州会面后进行投票。按照常理，美国人的
选举人团投票基本上是走过场，答案几乎已成定局，通常没多少人关注。但也不是没有空
间，一小群反特朗普势力的人，包括部分民主党人士甚至部分共和党人士，都在呼吁“不忠
实的选举人”来扭转大选结果，阻止特朗普。

今年有多少选举人会违背大选结果成为关注焦点的另一个原因是，特朗普赢的大众票
低于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五次发生大众票和选举人票不一致的情况。

如果选举人拒绝投特朗普一票，他们不会受到联邦法律处罚。但是29个州和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简称华盛顿）有法律对选举人团投票加以控制。科罗拉多州一位法官这个星期
裁决，不允许该州的选举人违背投票结果。

今年11月大选之日共有超过1.36
亿美国人投票选举，虽然希拉里赢得
的民众选票数超出特朗普300多万
张，但共和党在一系列摇摆州“战场”
上的险胜却保证了特朗普在选举人
团中的明显胜利。

根据11月8日的投票结果，特朗
普赢得了306张选举人团的选票——
他至少需要270张才能让选举人团于
12月19日正式再投他一次。这些投票
将于明年1月3日被国会联席会议计
票和公正。任何其他结果都会令美国
陷入至少140年以来都未曾见过的混
乱当中。

在48个州和华盛顿，所有选举人
的票都会投给赢得该州民众多数票
的候选人，这就是所谓的“赢者通吃”
规则。有两个州——缅因州和内布拉
斯加州，则采取的是“区域计票制”。

如果每个人都按预期投票，那
么希拉里将会得到232张选举人票
——距离她所需要成为总统必须
赢得的270张票还差38张。因此她
的命运已经注定。要逆转这一结果
的话，必须需要数十名选举人惊人
的“背叛”，至少需要特朗普赢下的
州中有38名选举人倒戈支持希拉
里，才能使之达到270张票。

但这种结果极不可能实现。原
因很简单，首先考虑下选举人团的
构成。

选举人一般是由各政党在州
党大会上提名，或者在各州党中央
会议上投票提名选举人。这就意味
着这些选举人通常都是对本党忠
心耿耿和贡献突出的人，因此他们
不会仅仅因为不支持特朗普，就得
罪他们的共和党内朋友和同事。

板上钉钉 意料之外

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
正常运转正常运转
特朗普胜利
出任总统

““不忠实的选举人不忠实的选举人””
不按常理出牌不按常理出牌
大选结果
将倒向希拉里

特朗普的选举人特朗普的选举人““叛变叛变””
两位候选人
都没达到270张票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编译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迎来官方认证

新闻链接

委内瑞拉百元钞票
使用期延至明年

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地时间17
日，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延长百元面
额钞票使用期到明年的1月2日。委
内瑞拉先前废除了百元面额钞票
的使用，缩短了兑换新钞的时间，
从而面临着新钞短缺的问题，结果
出现骚乱和民众的哄抢，政府指责
是由于“外国的势力”阻挠钞票运
抵境内。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11日宣布，目前该国最
大面值纸币100玻利瓦尔将在72小
时内彻底退出流通。受国际油价下
跌和经济政策失衡影响，委内瑞拉
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