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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 9月 18日在新德里会见印
度总统慕克吉。

习近平表示，感谢慕克吉总
统邀请我访问印度以及印度政府
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盛情款待和周
到安排。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
感受到中印两国交往源远流长，
两国人民彼此怀有深厚的友好感
情。我和印度领导人都认为，中
国和印度都是新兴市场国家，都
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都
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发展
中印关系对我们两国、对亚洲、对
世界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印
双方要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务实
合作，加深人民友谊，妥善管控分
歧，使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
道健康发展。

会见后，慕克吉为习近平举
行隆重国宴，印度总理莫迪、副
总统安萨里等政要及各界知名

人士出席。现场奏中印两国国
歌。两国元首分别发表热情洋溢
的讲话。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句俗话，
“邻居好，赛金宝。”我们愿意同印
度人民永远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意
愿。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为我们两国更
加美好的未来和本地区乃至世界
的进步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慕克吉表示，印方愿意同中
方一道努力，不断把两国关系提
升到新高度，实现共同发展和繁
荣。祝愿印中两个文明古国友谊
长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马尔
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
问后，19日晚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爱丁堡 9月 19日电
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统计结果当地
时间 19日晨揭晓，反对独立阵营赢
得公投，苏格兰独立被否决。

苏格兰 32 个选区中 31 个选区
的计票工作完成后，结果显示，反独
派和独立派得票率分别为 55.42％
和 44.58％，投票率为 84.48％。这
意味着苏格兰仍将留在英国。最后
一个选区高地选区投票结果尚未公
布，但这并不影响公投最终结果。

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萨蒙德随
后宣布接受独立派在公投中失利这
一结果，并呼吁英国中央政府向苏
格兰提供更多自主权。

英国首相卡梅伦稍后在伦敦
发表讲话，表示对苏格兰选择留在
英国感到高兴。他承诺苏格兰将
获得更多有关内部事务的决定权，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将在
各 自 内 部 事 务 方 面“有 更 多 发 言
权”。

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 18 日举
行，形式为简单多数票制，获得多数
票的一方赢得公投。公投过程由独

立的英国选举委员会监督实施。反
独阵营和独立阵营在计票现场均派
遣观察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97％有投
票资格的选民登记注册参加此次公
投，登记投票总人数约 429万，创苏
格兰历史新高。

公投结果表明，更多人希望苏
格兰留在英国。英国三大政党保守
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此前已承诺，
如果苏格兰不独立，将在公投后第
二天立即按照三方同意的程序和时
间表，向苏格兰提供更多的税收以
及公共开支权力。

从历史上看，苏格兰内部主张
独立的声音一直未绝。苏格兰原本
是一个独立王国。1707年，苏格兰
并入英国，但这一“合并”并未得到
所有苏格兰人的认同。

分析人士表示，在目前体制下，
英国中央政府将一些政策强加给苏
格兰，而这些措施并不一定符合苏
格兰人的利益。因此，独立派人士
认为独立可以让苏格兰政治更民
主、经济更繁荣、社会更平等。

苏格兰独立公投统计结果 9
月 19日揭晓，反独派获胜，苏格兰
独立的选项被否决。至此，围绕是
否独立的争论尘埃落定。结果似
乎在预料中，过程却又充满变数。

分手有风险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最终结果

表明，更多人希望苏格兰留在英
国，不愿面对苏格兰独立带来的
风险。

苏格兰政府对独立的美好许
诺是难以实现的。独立后，苏格
兰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缺乏强
劲的工业体系，主要倚重北海油
田，国家收入难以保障。届时，苏
格兰政府会从纳税人方面开源，
增加税收，中产或工薪阶层可能

成为最大受害者。这也是多数民
众反对苏格兰独立的重要原因。

反独阵营政策和战略顾问加
拉格尔说，苏格兰的银行体系需
要支持，公共服务开支比英国平
均水平高 10％。如果没有强有力
的后盾，在遇到金融风险时，苏格
兰只能削减薪资或公共开支。

联手见成效
在公投前夕关键阶段，英国保

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抛开党派
分歧，联手打造强势的反独阵营，
成为反独联盟强有力的“后盾”。

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卡梅
伦，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和英国
副首相、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同
时来到苏格兰，分别展开拉票活动。

三位政治人物随后发表了联
合签署的承诺书，核心意思是，只
要苏格兰不独立，公投第二天苏
格兰议会就可以按照三大政党同
意并公开的程序和时间表，获得
更多权力，保证英格兰、威尔士、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公平
地共享资源，获得机会与保障，确
保国防安全、经济繁荣与公民福
利。苏格兰议会将获得税收权和
国民医疗服务开支自主权。

分析人士指出，苏格兰意识
到，留下比离开可以更快速、安
全、良好地促成变革，“重磅人物”
的努力令最后时刻挺独和反独的
力量天平发生变化，并且后者占
据明显优势。
（据新华社爱丁堡9月19日电）

雅虎
美国雅虎公司持有阿里巴巴

五分之一股份，原本可坐享资本盛
宴。但根据协议，雅虎必须在 IPO
时 卖 出 所 持 阿 里 巴 巴 股 份 的
27％。这意味雅虎将在相当大程
度上失去阿里巴巴这个“护身符”。
腾讯

腾讯市值大约 1500亿美元，
一直是市值最大的中国技术股。
但 19日起，腾讯将把这个“老大”
位置让给阿里巴巴。随着阿里巴
巴 IPO 临近，腾讯等中国概念股
因遭到冷遇而股价走软。
百度

百度一直是最受美国投资者
宠爱的中国概念股。鉴于阿里巴
巴是更狠角色，百度的受宠局面
可能受到威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纽约 9 月 18 日电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18 日宣
布，将其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
价确定为每股美国存托股（ADS）
68 美元，这标志着美国融资额最
大的 IPO诞生。

该发行价位于阿里巴巴此前
预估的每股美国存托股 66美元至
68美元区间的上限。按此次上市
计划发行的 3.20 亿股美国存托股
计算，阿里巴巴 IPO 融资额将达
218 亿美元，一举打破尘封 6 年半
之久的美国 IPO融资额纪录。此前
的纪录为维萨卡公司 2008 年 3 月
上市所创，融资额为 197亿美元。

而如果阿里巴巴的上市承销
商行使最多 4802万股美国存托股
的超额认购权，阿里巴巴上市融资
额最高可达 250亿美元，将超越中
国农业银行 2010 年创下的 221 亿

美元的全球 IPO融资额最高纪录。
阿里巴巴每股美国存托股 68

美元的发行价对应的市值为 1680
亿美元。按计划，阿里巴巴将于
19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BABA”。

阿里巴巴上市 谁得意谁失意

每股发行价敲定 68美元

阿里巴巴创美最大IPO

阿里巴巴赴美 IPO，为美国股市端上资本盛宴。这场宴席的滋味
如何？美国《时代》杂志刊文，试图理清局内外的得意者和失意人。

得意

马云
从普通教师到电子商务帝国

掌门人，马云在中国已成标杆式人
物。美国彭博新闻社 8 月数据显
示，马云净资产达 218 亿美元，跃
居中国首富。他的真正胜利在于，
阿里巴巴 IPO架构非同常规，使其
股票的购买者无法成为真正股东，
马云的权力在 IPO后不会稀释。
孙正义

凭借对阿里巴巴的投资，日本
技术和电信巨头软银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财富净值接
近 200亿美元，跃居日本首富。

这次明智的投资发生在 2000
年。孙正义向阿里巴巴投资 2000
万美元，鼓励马云坚持。在不到
15 年间，孙正义的 2000 万美元变
成 550亿美元。这是他获称“日本
比尔·盖茨”的原因之一。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8 日
电 美国总统奥巴马 18日在白宫
会 见 来 访 的 乌 克 兰 总 统 波 罗 申
科。奥巴马在会见后表示，美国将
继续动员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

波罗申科说，缓解乌东部地区
局势只能通过和平手段，美方和乌
方都希望已执行 12天的停火协议
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此外，白宫当天宣布，美国将
向乌克兰提供 5300 万美元的援
助，其中的 4600 万美元将用于支
持乌克兰军方，剩余的 700万美元
将用于为乌东部地区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

波罗申科当天早上在美国国
会发表演讲时，还请求美方为乌克
兰军队提供更多包括致命性武器
在内的军事援助，以打击乌东部民
间武装。不过，这一请求未得到奥
巴马的回应。

据新华社巴黎 9 月 19 日电
法国总统奥朗德 19 日发表公报
说，法国“阵风”式战斗机已于当
天上午开始行动，对“伊斯兰国”
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目标进行了
空袭。

公报说，首次空袭行动于法国
时间 19 日上午 9 时 40 分展开，目
标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后勤仓库，
目标已被“完全”摧毁。未来几天
法军还将继续采取行动。

公报还说，法国总理瓦尔斯将

于下周向议会就法军行动作出说
明，法军的行动是协助伊拉克政府
军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重新
恢复伊拉克主权。

奥朗德 18 日宣布，法国已决
定向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的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但行
动仅限于伊拉克境内，而且法国不
会派出地面部队。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军机
本周已在伊拉克上空执行了 4 次
侦察任务。

9 月 19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人们乘坐简易救生船撤离受灾
区。受台风“凤凰”影响，菲律宾马尼拉 19 日早晨出现暴雨，导致城市
内涝，交通受阻。 新华社发

乌获美5300万美元援助
请求致命性武器未获回应

法空袭“伊斯兰国”目标

台风“凤凰”袭击菲律宾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统慕克吉
●中印双方要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加

深人民友谊，妥善管控分歧，使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

确轨道健康发展。

●中国有句俗话，“邻居好，赛金宝。”我们愿意

同印度人民永远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据新华社新德里 9月 19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新
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
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
中印友好事业。

这 些 友 好 人 士 、友 好 团 体
是：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国际
主义战士柯棣华的家族代表，柯
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印度国际
大学中国学院，印度－中国友好
协会，印度中国之友协会秘书长
莫哈帕特拉，安得拉邦印中友协
秘书长雷迪。习近平同他们一
一握手，致以亲切问候。习近平
高度评价他们长期以来为中印
友好作出的重要贡献，并通过他
们向致力于中印友好的印度各

界人士表示敬意。
习近平指出，中印是两个彼

此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
古老文明、两个携手实现民族独
立的重要邻邦、两个共同倡导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中大
国，两个致力于实现强国富民目
标的伟大民族。传承中印友谊
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

习近平强调，我这次访问，
就是为了传承中印友谊、促进两
国合作。我已经向印度领导人
和各界人士表明，中国人民愿意
同印度人民永远友好下去，做共
同发展的伙伴，在实现民族复兴
的道路上相济相扶、携手同行。
相信这也是印度政府和人民的

心愿。
习近平向上述友好人士、友

好团体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友谊奖，对他们成为首批获奖者
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
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的智慧结晶，
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方设立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就是要继
承和弘扬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平
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希望两国越来
越多有识之士积极投入中印友
好事业中来，让中印友好理念在
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扎根、结出硕
果。

习近平会见印度友好人士
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

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在新德里参观泰戈尔国际学校，
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彭丽媛手把手教学生们握笔运笔。 新华社发

9月 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统慕克吉。 新华社发

闹分手未果 苏格兰仍得实惠
过半民众反对独立 将获更多自主权

苏格兰想说分手不容易
■国际观察

9月 19日，在苏格兰爱丁堡，反独立阵营支持者在投票结果揭晓后庆祝。 新华社发

■相关新闻

波罗申科在美国会发表演讲。

新华社发

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