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党金融监管之争

囚犯经营餐厅
走红
一家名为“牢房”的英国连

锁餐厅最近走红旅游网站。这
家餐厅是一家慈善机构， 专门
雇用服刑犯人， 教授他们一技
之长， 让他们在刑满释放后能
够自谋生路。

“牢房”餐厅目前在伦敦等
地有门店，由4所监狱服刑人员
经营。不过，餐厅服务员不得接
受小费， 员工收入也低于英国
最低工资水平。“牢房” 柴郡威
姆斯洛分店前身是一家小教
堂， 现在由当地一所女子监狱
的30名服刑人员经营。

为他们上菜的女服务员因
盗窃获刑9个月，正准备考取伦
敦城市行业协会职业资格证
书。 她计划把用餐客人在猫途
鹰网站上对自己的评价打印出
来，刑满释放后找工作时用。她
的另一名狱友也曾在餐厅工作
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刑满释
放后在一家乡村俱乐部当面点
师。 ■均据新华社

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承诺要“废掉”消费者金融保
护局，马尔瓦尼还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时曾寻求解散这
一机构。

27日下午， 马尔瓦尼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特
朗普政府的确对这一法案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就马
尔瓦尼会“毁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传言，马尔瓦尼
予以辟谣，称“这一机构将继续运转”。

不过，马尔瓦尼宣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30天内
冻结招聘，且禁设新规。

他说，不希望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生“我不知道
的事情”，“总统的态度很明朗，他想让我待在这儿，而
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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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报道， 消费者金
融保护局原局长理查德·科
德雷24日辞职， 任命不久前
提拔为副局长的英格利希为
“代理局长”。数小时后，特朗
普公布他心仪的局长人选：
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瓦
尼。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头
儿”？原来，民主党执政时通
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
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有“特别
的说法”，暗示这一机构只有
副局长可以晋升为代理局
长。而《联邦政府职位空缺改
革法案》 授权总统任命这类
机构的代理局长。

局长宝座之争由此开
始，27日愈演愈烈。当天早些
时候， 英格利希向全体员工
发电子邮件， 欢迎他们在感
恩节假期结束后返岗， 落款
为“代理局长”。

同样自称“代理局长”的
米克·马尔瓦尼则拎着一大
袋甜甜圈“慰问”局里员工，
还群发邮件说“不要理会英
格利希的任何指示”。

马尔瓦尼建议，如果再收
到英格利希的信息， 员工可
以告知法律总顾问玛丽·麦
克劳德。 麦克劳德认可特朗
普有权任命马尔瓦尼为“代
理局长”。

为了阻止马尔瓦尼接管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英格利
希把他告上法庭。两名“代理
局长”27日下午在华盛顿一
家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的紧急
听证会上各执一词。

法官蒂莫西·凯利没有
立即作出裁定。他说，谁是局
长的问题“非常重要且复
杂”， 会等待政府方面回应。
各方都希望能在几天内有个
结论。

美金融监管机构现尴尬事
一人是“依法上位”副局长 另一人是特朗普任命

“代理局长”冒出两人
为抢位子闹上法庭

美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突然冒出两名“代理局长”：一人是
“依法上位”的副局长莉恩德拉·英格利希，另一人是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依法
任命”的米克·马尔瓦尼。

两名“代理局长”都咬定自己才是“正牌”，权力之争变为一场悬而未决的官
司。而“站队”英格利希的民主党人士声称，特朗普派马尔瓦尼主管消费者金融保
护局意在“摧毁”这一监管机构。

日本化工巨头东丽被曝数据造假

特朗普意在
“毁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美国 2007年至 2009年
陷入金融危机， 救市花掉纳
税人7000亿美元。2010年，
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签
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
和消费者保护法》，催生消费
者金融保护局。

对于这一监管机构如何
规范华尔街并保护消费者，
共和党与民主党分歧巨大。
共和党抨击消费者金融保护

局权力过大， 反感束缚银行
等信贷机构的“繁文缛节”。

协助起草《多德-弗兰克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
法》 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
尔斯·舒默说，这一法案清楚
说明接任程序， 英格利希应
为代理局长。他认为，特朗普
任命马尔瓦尼意在“从内部
摧毁这一机构”。

■据新华社

抢位子闹上法庭

日本综合化工企业、全球
碳纤维材料巨头东丽集团28
日在东京举行记者会，承认子
公司东丽HC存在篡改产品强
度数据行为。这是继23日三菱
综合材料曝出数据篡改后，日
本制造业本月第二起数据造
假丑闻。

隐瞒有“理” 造假“无罪”

东丽集团成立于1926年，
是大型综合化工企业， 主要业
务为纤维、 树脂等化工品生产
加工，在碳纤维合成材料、信息
通信材料制造领域居全球领先
地位。它在中国、泰国、马来西
亚等地设有分公司， 全球雇员
超过4.6万人。

东丽HC主要从事工业用
纤维的制造加工。 东丽社长日
觉昭广在28日的记者会上证
实，2008年4月至2016年7月，
东丽HC累计出现149起数据篡
改事件， 问题产品销往13家企
业。内部调查显示，东丽HC为
达到顾客要求， 在产品检查阶
段篡改用于制造汽车轮胎内衬
帘布的涤纶工业丝的强度数
据。 帘布的作用主要是保护轮
胎橡胶， 抵抗车轮行进时的张
力，对强度有很高的要求。

日觉表示， 早在去年7月，
东丽HC就已掌握数据篡改情
况，之所以拖到现在公开，原因

是“从本月初开始，网上出现有
关（东丽涉嫌数据造假的）流
言。公司认为，与其让流言传播
不如将真实情况公开。 由于在
信息整理、 向顾客说明情况上
花费了时间， 所以选在这个时
间点宣布”。

日觉与东丽HC社长铃木
信博28日在记者会上道歉。但
是日觉表示， 因篡改数据行为
“并不违法”，若神户制钢丑闻没
有曝光，东丽原本不打算公开。

担心“日本制造”信誉

《周刊文春》28日报道，日
本所有轮胎制造企业使用的都
是东丽HC提供的涤纶工业丝，
一旦因这次数据篡改发生召回，
将造成巨大损失。 不过东丽称，
经询问11家合作企业， 尚未发
现可能因此引发的安全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28日就此表态， 称东丽数据造
假“动摇了公平交易的根基”，而
且“曝出各种问题的是代表日本
的跨国企业，这令人遗憾”。

他要求各相关企业查明原
因、防止再犯，以免“日本制造”
丧失信誉。

日本广播协会（NHK）指
出，继神户制钢、三菱综合材料
之后， 东丽又曝出数据篡改丑
闻，将给“日本制造”的信誉带
来进一步打击。 ■据新华社

未来人类登陆火星， 如果
能来杯啤酒庆祝一定很爽。现
在，美国百威啤酒公司又朝“在
火星上酿啤酒” 的目标迈近一
步： 他们宣布将把大麦种子送
上太空， 研究太空环境对这种
啤酒主要原料的影响。

百威啤酒今年3月就曾提
出在火星上酿造啤酒的设想。
这家公司日前发表声明说，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月4日
将向国际空间站发射“龙”货
运飞船，飞船将携带两盒共20

粒大麦种子上天。 百威啤酒公
司计划借此做两个实验， 分别
研究太空微重力环境对这些种
子的作用以及它们能否在太空
发芽。

声明说， 这些大麦种子将
在太空停留30天左右， 然后搭
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用以分析。

百威啤酒说， 这项研究不
仅有助了解如何在火星上酿造
啤酒， 还会为地球上的大麦生
产等提供有价值信息。

■据新华社

美公司欲将大麦送太空
为火星酿酒做准备

美国堪萨斯州东北部一处
民宿有些特别， 因为它在65年
前是一座核导弹发射设施。

按照管理者马修·富尔克
森的说法， 这处名为“地下城
堡” 的民宿是民宿网站爱彼迎
上“第一座”用核导弹发射地堡
改建的民宿。

“地下城堡”及相关建筑占
地约1672平方米，原先构造没
有改变， 仍然可以看到保持原
状的导弹发射井、发射控制台、
瞭望塔。 但是有些房间的用途
变了： 发射控制室现在变成起
居室， 发电室变成空间宽敞的
活动室，供客人聚会。

设施目前的主人埃德和戴
安娜·佩登夫妇1994年就开始
住在这里，直到6个月前才委托
富尔克森把其中一个房间变成
可在网上租用的民宿。

昔日导弹发射设施
变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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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