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A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周中全 校对／项辉 组版／烨子 天下·综合

相关链接

电话：65901535 18739061576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老君山
每周二、四、六、日发团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王城大道凯旋路口东南角建设大厦东座1606室
电话：63930086

日本3999元
韩国1299元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代办各国签证，出签快，出签率高

河 南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涧西市委党校2号楼4楼13603966781

洛阳飞昆大丽6天特价
洛阳飞海南三亚6天1399元
洛阳飞泰国8天999元
欧洲6国直飞13天3999元
台湾直飞8天2999元
巴厘岛8天2299元普吉岛特价
美国西部+墨西哥13天3999元

友情提示：以上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双方搭桥，请您使用这些信息时，注意检查各种相关文件和手续。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热线：63903125 15838809125=微信
地址：西工区人民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

出
境

越南6天 799元 中国港澳6天 880元
泰新马11天 3280元 日本8天4390元
欧洲8国15天 8599元 澳新9天7999元

夕阳红桂林双卧6天（全陪班）1099元
三亚湾旅居15天 1980元
昆大丽版四飞8天（全陪班）2580元
海南双飞6天（买一送一）3280元/2人

特
价
线
路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368115 18039586715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大厦8楼

厦门鼓浪屿土楼休闲双飞5日 特 价
洛阳直飞河内下龙湾5日全包1280元
郑州直飞西双版纳轻奢5日1680元
桂林山水浪漫北海双飞6日1980元
洛阳直飞海口6日买一送一 3280元

洛 阳 青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61126099 13698885686（微信）
地址：涧西区联盟路市委党校2号楼2215室

中国北海/越南双飞7日（一价全含）1280元
越南芽庄/岘港双飞6日 特 价
郑州直飞三亚纯玩全陪团双飞5日 2480元
郑州直飞版纳全陪团5日 1180元
桂林/漓江/阳朔双卧6日全陪团洛阳起止1180元
日本、泰新马、柬埔寨、欧洲、俄罗斯 特 价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微信：308835826 电话：13838897795
地址：涧西区九都西路国旅大厦一楼

三亚直飞
海口双飞
云南双飞
厦门双飞
泰国直飞
日本直飞
欧洲八国
澳新两国

6日
6日
6日
5日
6日
7日
15日
12日

2180元
3280元
1599元
1580元
3190元
4490元
4999元
14999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本社自组团/全程领队
日本全景8日洛阳直飞
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富士山白川乡

12月23日圣诞节专享团
一价全含4280元

报名即送精美拉杆箱
总部电话：64617932 18137974244（微信）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 6 楼综合三部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电话：64389695 15290563697
地址：南昌路创展国际贵都2-811室

可上门
签合同

直飞多情版纳5日 999元起
冰雪画廊东北雪乡纯玩双飞5日1780元起
巨惠海南双飞5日 1580元
东南亚超值四国双飞11日 2080元
心安日本直飞6日 3999元
泰国直飞曼谷过大年6日 3380元起
另：北京/华东/张家界/厦门/欧洲/东南亚等出境线路来电详询

真 心 牵 线
黄老师退休后婚介十几年，

成就上万人幸福婚姻，免费登
记，安排适合后收一定电话费，
成功率85%以上，绝无虚假。

中央百货大楼1301室13027639387

◆航空院男孩25岁，
1.77米，本科，独子，父
母工作；◆科研精英男
37岁，1.78米，硕士未
婚，收入高，高知家庭；◆优质男59岁，1.74
米，大专丧偶，公务员
干部，独居无负担。

功能强大，完胜红娘，真实
安全可靠。不收婚介费！
结婚奖励！生育奖励！要
找心仪人就上“阿哥由爱婚
务”公众号。既传统又现
代，看看走！18037363282

人工智能红娘来了 美诺信息部 19937909337
13213519831

微信同号

西工区金谷园路与纱厂路交叉口翡翠城3单元1005室

美诺信息部真诚地为您服务，章开真是洛阳市的十佳爱心人物，我
部连续多年被评为洛阳市诚信先进模范单位。我们不为名、不为利，帮
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积德行善，造福给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位单身朋
友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男77岁，1.75米，丧偶，部队转业干部，体健貌端，显年轻
男71岁，1.75米，丧偶独居，部队转业干部，人品好素质高
男64岁，1.78米，离异无负担，副教授退休，综合条件优
男53岁，1.75米，离异无负担，电业局工作，人品好气质佳
男46岁，1.75米，离异无负担，科研单位，为人厚道顾家
男42岁，1.80米，未婚事业单位，有车房，成熟稳重，帅气
女64岁，1.65米，丧偶，退休，温柔善良，贤惠，顾家
女57岁，1.65米，离异，无负担，公务员，形象好气质佳
女49岁，1.65米，离异，科研单位，有车有房，贤淑善良
女45岁，1.65米，离异，姑娘上学住校，公务员，有车有房
女38岁，1.65米，短婚未育，本科，设计院工作，高雅靓丽
女32岁，1.65米，未婚，硕士，医生，温柔善良，乖巧漂亮

优秀男士，62岁，1.73米
事业单位退休，身体好，
素质高，现办实体；觅真
诚善良，性格温柔，年龄
58岁以下的女士为伴。
本人电话：15538880921

女63岁，1.64米，离异
独居，一女在美国，
机关退休，人品修养
好；觅真心成家，条
件 相 当 男 士 为 伴。
15538877790（心缘）

女56岁，1.63米，离异
独居，国企退休，形象
好，有修养；觅人品
好，真心成家的男士
为 伴（城 乡 不 限）。
15538877790（心缘）

鹊桥专栏 广告热线：0379-60873688
地址：洛龙区泉舜186B座1713

出租厂房
瀍河310国道旁，交通

便利，水电齐全，自带10吨
天车，适合仓库、厂房、加工、
物流园、专业市场等。有意
者可实地考察，租金面议。
18637916118王先生

旺铺招租
位于高新区

河洛路旺铺招
租，3300m2，有
大型停车场，交
通便利，成熟社
区，位置优越。

18336739510
13598189088

联系
电话

广告热线：60873688
泉舜186B座1713室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施
雨岑）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
日发布“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它
们分别是“不忘初心”“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是
个狼人”“雨女无瓜”“硬核”“996”“14
亿护旗手”和“断舍离”。

据介绍，“2019年十大网络用语”
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网
络媒体部分），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
技术为主、以人工后期微调为辅的方
式提取获得的。监测语料库包含了
代表性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等
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
用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
使用情况。

专家表示，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
因多种多样，但这些词语都具有感染
力强、易于传播使用的特点。透过这
十个网络用语，一副鲜活生动的网民
生活百态图跃然纸上。

□新华社专特稿（惠晓霜）

白宫12月1日回复国会方面，说
总统特朗普或他的律师4日不会出席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公开听证会，理由包
括弹劾调查“党派色彩浓厚”“不公平”。

但是，白宫方面不排除参加后续
听证会。

先不去

白宫律师帕特·西波隆给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尔德·纳德勒回
信，说特朗普或律师不会出席4日听证。

4日听证将就弹劾的宪法依据听
取法律专家意见。司法委员会继而将
举行更多听证，从而决定是否提议弹
劾特朗普，以什么“罪名”弹劾。

纳德勒先前致信白宫，“邀请”特
朗普或他的律师出席4日听证，限期
1日18时以前答复。

西波隆在信中写道，调查“没有
依据，党派色彩浓厚，与所有历史先
例不符”，“没有基本的公平”。

他说，司法委员会没有公开出席
听证的法律专家身份，且不清楚这一
委员会是否会向特朗普提供“公正程
序”，因而特朗普方面不会出席。

特朗普定于4日在英国伦敦参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按照西波隆
的说法，司法委员会“蓄意”把听证会
安排在那一天。

等等看

4日听证会是弹劾调查开始以来
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首场听证。

白宫方面没有排除出席后续听
证的可能性。西波隆在信中写道，如
果司法委员会在“公平程序”和“保障
总统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严肃”行
事，“我们可能会考虑”参加后续听
证。他列出多项条件，包括允许共和
党方面传唤证人。

纳德勒11月29日又一次致信白
宫方面，“邀请”特朗普的律师出席后续
听证，要求12月6日17时以前答复。

弹劾调查9月开始，缘由是一名
情报官员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
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时以
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查和收
集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
选人乔·拜登及其儿子的“黑料”。

民主党方面指认这名共和党籍
总统滥用职权、寻求外国势力干预明
年总统选举、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继
而在己方占优势的众议院发起弹劾
调查。先前调查由情报委员会主导，
举行多场闭门和公开听证。特朗普认
定他遭民主党人“政治迫害”，不满他
的律师无法在听证会问询证人。

众议院10月31日通过弹劾调查
程序决议案，允许特朗普的律师团队
今后参与司法委员会调查进程。然
而，委员会主席有权以白宫方面不配
合调查为由，拒绝特朗普方面要求的
证人作证。另外，共和党方面如果要
传唤证人，需由委员会批准。

“迎”圣诞

一些民主党籍议员的助手披露，
司法委员会可能今后两周内就是否
提议弹劾特朗普表决，一旦通过，弹
劾案可能12月25日圣诞节前在众议
院全体会议接受表决。

如果众议院批准弹劾，参议院将
“审理”弹劾案，决定是否“定罪”并将
特朗普解职。只是，参议院由特朗普
所属共和党把持。美联社报道，参议
院可能明年1月“审理”弹劾案。

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籍议员
道格·柯林斯1日告诉美国福克斯新
闻频道，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作

“通俄”调查期间，司法委员会已经就
弹劾的宪法依据听取法律专家观点，
因而4日听证会“完全是美国式浪费
时间”，“只是一场电视秀”。

□据 新华社 央视财经

国家发展改革委2日发布消息，根
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9年
12月2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55元和50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
升上调约4分。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
油每升上涨0.04元；95号汽油每升上
涨0.0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04元。

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按一般家
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号汽油，将多花2元。

“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不忘初心”“14亿护旗手”等入选

首场弹劾听证会
特朗普拒绝出席

“ 柠 檬
精”“雨女无
瓜”“996”到
底 是 什 么
意 思 ？ 扫
二维码，阅
读详情。

“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解读

汽油、柴油价格小幅上调
一般家用汽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