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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四年增长 创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首破5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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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2016成人专本科15324811649

招聘
●公安厅文印中心招02印刷机
长一名 13607674506 李经理

●聘中医主治医 13526715865

求职
●药师证兼职 15838289502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工商咨询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快办私募基金牌照5569780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工商注册记账15903639100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快办公司资质
0元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快办咨询
建筑●水利●电力 55259709
市政●公路●通信 55259239
机电●消防●照明 55259671
钢构●防水●环保 55259670
输变电●装修装饰 55259675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据新华社联合国12月23日
电 联合国大会23日晚通过了各
国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
和摊款的分摊比额。据此，在未
来三年，中国将承担7.921%的联
合国会费、10.2%的维和摊款。这
是近年来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
和维和摊款第二次大幅增加。中
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就此作
出如下解释：

第一，会费比额大幅增长是
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在国际制度层
面的客观反映。会费比额反映的
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

决定了中国需较多分摊联合国会
费和维和摊款。按照目前水平，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
第三大会费国；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这是一个
国家发展壮大在联合国财政问题
上的显著体现，也是中国国际影
响力大幅提升的重要标志。

第二，目前的会费比额充分考
虑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我
们一贯主张，中国经济虽然总量
大，但人均水平低，仍属于发展中
国家，这是评估中国支付能力的重
要依据。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在会
费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

国家区别对待，以及要求发展中国
家承担超出支付能力的会费的做
法。经过长时间磋商，各国最终商
定继续保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低人均收入宽减办法。

第三，及时、足额缴纳会费是
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责任和
义务。

第四，我们将进一步督促联
合国加强预算管理。近年来，联
合国预算规模大幅增加。我们始
终主张，联合国的经费来自会员
国纳税人。我们将继续要求联合
国在预算方面加强监管和问责，
避免资金浪费。

日本内阁24日批准2016财
年（始于同年4月1日）预算案，总
额达96.72万亿日元（约合7990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防卫预
算达5.05万亿日元（约合420亿美
元），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1月向国
会提交上述预算案，并争取在明

年3月底前获得通过。
新财年预算中，防卫相关费

用达5.05万亿日元（约合420亿
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1.5%。至
此，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4年增
加，并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

后结束了连续10年的防卫预算削
减，寻求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
的活动范围，增强军事能力，备受
争议的安保法案即包含为此消除
法律障碍的内容。

这次防卫预算增长将主要用
于军事采购。根据共同社的说
法，列在日本采购单上的军事设
备包括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
司制造的E-2D“先进鹰眼”预警
机、17 架 SH—60K 型侦察直升
机、6架F—35隐形战斗机以及4
架MV—22型“鱼鹰”运输机等。
西南诸岛防卫经费也有所增加。

随着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安保
法，日本计划对美国的海外作战
行动提供空中加油支援，日本采
购单上还包括一架KC—46A型
空中加油机。

此外，冲绳县宜野湾市美国
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计划
搬迁到冲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等
驻日美军整编工作预算增加340
亿日元（2.8亿美元）至1766亿日
元（14.7亿美元），驻日美军基地
负担费增加21亿日元至1920亿
日元（15.9亿美元）。

新华社

中国联合国会费比额大幅增加
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会费国

世界上最昂贵的物质
不是钻石，更不是白金、黄
金，而是英国牛津大学一所
实验室合成出的材料，每克
售价1亿英镑（约合9.6亿元
人民币），最近交易的200微
克材料卖了2.2万英镑（21.2
万元人民币）。

英国《每日电讯报》12
月23日报道，这种名为en-
dohedral fullerene的材料
是由60个碳原子结成的一
个笼状结构，里面装着氮原
子，应用前景包括制造小型
便携原子钟和精确定位。
实验室创始人、纳米材料专
家基里亚科斯·波尔菲拉基
斯从2001年开始研制这一
新材料，称这种材料将带来
一场“移动革命”。

原子钟是世界上最准
确的计时工具，现有原子钟
体积如同一间屋子，而用这
种新材料可以制造小如芯
片、能安装在手机上的原子
钟。 新华社

厄瓜多尔导游喜欢带游
客去雨林看一种会走路的
树。他们说这种树为了获得
光照，会从离地几英尺高的
树干处生出新的根扎向靠近
阳光的地面，旧根逐渐死去，
让人感觉树会走路。据说，
这种树平均每天能走2至3
厘米，一年能走20米。

斯洛伐克古生物学家
彼得·弗尔桑斯基在离厄瓜
多尔首都基多不远的一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保
护区生活了几个月，也介绍
了会走路的树。但是，他
说，树走路的原因不仅是为
了寻找光照，还是为寻找新
的更坚实的地面。

这种神奇的树引来一
些质疑。科学新闻网站
Live Science发表文章称：

“树是真的，但是不会走
路。让它移动除非有风，或
是斧子。” 新华社

比钻石、白金、黄金值钱多了

世上最贵材料每克1亿英镑

据说一年能走20米

厄瓜多尔的树号称会走路

笼状结构

日本海上自卫队炫耀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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