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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信任的保镖要走人？
入主白宫后 特朗普的班子走马灯似轮换
勒怎么看你比赖因斯（·普里伯
斯）怎么看你更重要。”普里伯
斯当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7月
底辞职。
走人因为钱少？

CNN援引多名消息提供
者的话报道，席勒过去两周告
美国媒体 9
诉一些同事，他打算 9月底或
月 1 日报道，跟
者 10月初辞职，主要原因是现
随 总 统 唐 纳 德·
在的薪水不如以前多。
特 朗 普 将 近 20
席勒跟随特朗普进入白宫
年的首席保镖基
任职后，年薪为 16.5万美元（约
思·席 勒 打 算 辞
合 108万元人民币）。而在特朗
职。 美国有线电
普就任总统前，作为特朗普集
视 新 闻 网
团雇员、特朗普的保镖和一家
（CNN）报道，席
私人保安公司老板，席勒去年
勒是对特朗普最
总收入达到 29.4万美元（192
忠诚、 最受他信
万元人民币）。
任的下属之一。
不过，其中一名消息提供
者说，席勒辞职还有一个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席保镖席勒的陪同下走向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资料图
即约翰·凯利接任白宫办公厅
主任后，收紧了特朗普与下属
期间，席勒替特朗普赶走“闹事” 问告诉 CNN，席勒与特朗普的 见面的自由度。席勒抱怨，他不
他是特朗普的老乡
记者，揍过反特朗普的示威者并 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是白 得不通过白宫总机转接才能与
席勒出生在纽约，是特朗 因此被告上法庭。
宫里最了解总统的人，是“特朗 特朗普说上话。
普的老乡。他身高 1.9米，曾在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安全 普团队中最被外界低估的人”。
对于打算离职的报道，席
美国海军服役，退役后加入纽 由特工处负责。席勒被任命为 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竞选班 勒本人拒绝作出回应，而白宫
约警察局。1999年，经人推荐， “椭圆形办公室活动主任”，办 子中的一些人需要向席勒请教 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仅表示报
仍是警察的席勒受雇成为特朗 公室紧邻总统办公室，继续深 特朗普的想法。前竞选经理戈 道内容不实，拒绝进一步谈论。
普的兼职保镖，并迅速获得信 度参与特朗普的事务，比如陪 里·莱万多夫斯基回忆道：“ 当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他的
任和提拔，2005年成为专职保 同特朗普的女婿、总统高级顾 我想弄懂一些事情的时候，有 班子走马灯似轮换。CNN报
镖并升任保镖团队主管。
问贾里德·库什纳出访伊拉 时会去问基思。我感谢他发挥 道，如果席勒届时真的走人，从
特朗普的身份从商界大亨、 克。特朗普 5月把联邦调查局 的所有作用。”一名不愿公开姓 特朗普经商时代即跟随他的近
总统竞选人再到美国总统的转 局长詹姆斯·科米革职时，前 名的前高级竞选助理 5月曾 侍将只剩两人，即白宫战略沟
换过程中，席勒鞍前马后为他效 往联邦调查局向科米“传旨” 说：“对我来说，基思·席勒对我 通部主任霍普·希克斯和社交
力，不仅保护后者人身安全，还 的正是席勒。
的看法比竞选经理对我的看法 媒体部主任丹·斯卡维诺。
打理其他事务。特朗普竞选总统
多名特朗普的前助手或顾 更重要。现在，我认为基思·席
据新华社

韩“女版巴菲特”放弃法官提名
被质疑靠内幕消息炒股暴富

韩国前任“美女检察官”李
尤贞（音译）上月被总统文在寅
提名为宪法法院新法官，但她的
炒股暴富经历随后被人挖出，引
发关于她靠内幕消息买卖股票
的质疑。迫于舆论压力，李尤贞 1
日宣布放弃宪法法院法官提名。
放弃提名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李尤
贞现年 49岁，曾担任检察官，现
为律师、梨花女子大学教授。由
于她炒股成绩惊人，坊间给她取
绰号“尤贞·巴菲特”，意指她堪
比有着“股神”之称的美国著名
投资人沃伦·巴菲特。
8月 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
提名李尤贞为宪法法院新法官。
如果这一提名获国会表决通过，
李尤贞不仅将成为宪法法院的
第 9名法官，同时还将成为宪法
法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法官。
青瓦台提供的资料照片显
示，李尤贞容貌清秀，梳着利落
短发，身穿黄色荷叶边上衣，颇
具“小清新”气质（如图）。
然而，李尤贞的炒股史引发
质疑，当地媒体相继爆料。迫于
舆论压力，李尤贞 9月 1日宣布

2014年 1月和 8月，李尤贞卖掉
放弃法官提名。
“不希望我的问题成为总统 这些股票，净赚超过 5亿韩元。
和宪法法院的负担，”李尤贞在 2015年 4月，韩国消费者保护组
“Natural Endotech”公
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关我靠内 织宣布，
幕消息非法交易的说法并不属 司在产品中使用违禁的草药成
实，但我无法否认自己没能达到 分。有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而该
公众对公职候选人具有较高道 公 司 股 票 从 每 股 9.1万 韩 元
德标准的期待。”韩国总统府青 （532.6元人民币）暴跌至 9270
瓦台表示，尊重李尤贞放弃法官 韩元（54.3元人民币）。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曾调查，
提名的决定。按照一名青瓦台官
员的说法，“ 放弃提名并不意味 “Natural Endotech”公司多名
高管是否利用内幕消息，在公司
着她承认所受指控”。
股价暴跌前抛掉所持股票。
炒股暴富
宪法法院的“一把手”目前
《中央日报》援引李尤贞递 仍空缺。文在寅 5月 19日提名
交给国会的一份资料报道，她过 代院长金二洙为院长人选，但
去 1年半来，从股市投资中净赚 过了 3个多月时间，这一提名
12.2亿韩元（约合 714万元人民 仍未在国会获得通过。韩国媒
币），其中超过 5亿韩元（292.6 体分析，金二洙的提名迟迟未
万元人民币） 来自一家名为 获通过，主要是因为执政党共
“Natural Endotech”生物科技 同民主党与在野党方面在国会
公司的股票交易。蹊跷的是，这 “斗法”。
家生物科技公司是“One Law
此外，金二洙本人的“黑历
partners”律师事务所的客户， 史”也被翻出。他被指在 1980年
而李尤贞恰好供职于这家律所。 担任军事法院法官期间作出一
2013年 5月，李尤贞在 份有争议的判决。不仅在野党对
“Natural Endotech”尚未上市 此抓住不放，共同民主党一些议
时买入 1万股股票。同年 10月， 员也颇有微词。
该公司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新华社

铁路警方
破获 99 起倒票案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 通
讯员 庞贺雷 梁西征）

随着“十
一”黄金周铁路售票拉开帷幕，为
切实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和
良好的购票秩序，铁路公安机关
同步启动为期两个月的“秋风—
2017”战役，严密防范、严厉打击
各类倒票违法犯罪活动。9月 1日
12时起，铁路警方开展统一行动，
对前期摸排掌握的重点不法人员
集中收网。目前，已抓获倒票人员
126名，破获倒票案件 99起，缴
获车票 1500余张。
行动中，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坚持“虚拟网
络、站区实体”两线作战，坚持公开
整治和便衣打击相结合，在各大
车站组织 1000余支打票小分队，
对售票厅、进站口、自动售票区、车
站广场等重点部位加强清理整治
和交叉打击。日前，济南铁路警方
会同客运部门通过严密盯控出站
口和退票窗口，发现、打掉一个“买
短乘长”恶意退票的 21人诈骗团
伙，其中已行政拘留 17人。
航模失控
“逼停”高铁列车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村
民在高铁线旁试飞时，不慎将自
制航模掉在铁路线上，将一辆高
铁逼停，该村民已被行政拘留。
记者从北京铁路警方获悉，
近日，河北滦县村民庞某，在当地
青龙山高铁沿线附近试飞自制航
模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航模失控，
掉落在京秦线高铁线路上，“ 逼
停”高速行驶的 G2604次列车，
造成列车晚点 22分钟，危及了广
大乘车旅客和列车的运行安全。
目前，庞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铁路警方提醒，国家相关法
律明确规定，严禁在铁路线路两
侧 500米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
等低空漂浮物体；严禁行人、家畜、
机动车辆进入线路封闭区内；严禁
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逗留；严
禁向列车投掷物品、在铁路线路
上放置障碍物。对违反相关法律
危及旅客和行车安全的行为，警
方将对行为人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