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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项目转移

普京当天到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普京在会
谈后说：“鉴于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保
加利亚的许可，我们认为，俄罗斯在当前条
件下无法继续这一项目。”

“如果欧洲不想实施（‘南溪’管道项
目），那么，就不要实施。我们现在准备将
能源资源集中到其他线路。”他说。

普京透露，俄罗斯考虑在土耳其和希
腊边境建立一个天然气中转站。他还表
示，土耳其是仅次于德国的俄罗斯天然气
第二大进口国，俄方承诺从明年起对出口
土耳其的天然气价格给予 6％的折扣，并将
出口量增加 30 亿立方米。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米
勒 1 日随普京访问土耳其。米勒说，俄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已经和土耳其博塔什油气
管道公司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计划修建一
条从俄罗斯经黑海海底到土耳其的管道，
每年可向土耳其输送约 630 亿立方米的天
然气，相当于“南溪”管道的设计输送量。

媒体注意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制
裁和孤立下，俄罗斯近来开始积极在国际
舞台上寻找新的盟友，普京决定放弃“南
溪”，也是为了能与土耳其结成“能源联
盟”。长期以来，里海和中亚地区的部分油
气能源主要经过土耳其出口到欧洲，从而
绕开俄罗斯。一旦与俄罗斯结成“能源联
盟”，将意味着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土耳其对
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幕后政治博弈

俄罗斯是欧洲国家重要的能源提供
国。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每年向欧洲国
家提供其所需天然气的 30％，但其中一半
需要过境乌克兰。

由于俄乌龃龉不断，俄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 2007 年启动“南溪”输气管道项目，
希望能够绕开乌克兰，向欧洲国家输气。

按照规划，“南溪”项目耗资数百亿美
元，全长 980 公里，从俄罗斯经黑海海底到
保加利亚上岸，然后通过两条支线分别通
达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2013 年 10 月，
这一项目在保加利亚动工。

然而，欧盟担心，这一项目将强化俄罗
斯对欧洲国家的能源控制，而欧盟一直不
愿意过于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努力寻求能
源供应多样化。在欧盟施压下，今年 6 月

“南溪”管道修建工作陷入停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奇 2 日

表示，那些破坏“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

人应该掂量停止落实该项目的后果。
分析人士认为，自今年乌克兰危机爆

发以来，欧盟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俄罗斯实
施“南溪”项目难度很大。也有观点认为，
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经济
制裁，使得俄罗斯方面融资困难，“南溪”项
目难以为继，这也可能是俄罗斯决定放弃
的一个原因。

沿线国家“喊冤”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经济政
策委员会副主席沙季罗夫 2 日说，俄罗斯决
定停建“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不会给俄带
来损失，却会给欧洲带来非常严重的影

响。他表示，欧盟从政治而非经济角度出
发，阻碍实施“南溪”输气管道项目；俄方今
后将重点落实前景看好的其他输气管道项
目。

保加利亚政府 2 日对俄将停建“南溪”
输气管道项目感到震惊，认为保加利亚沦
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角力的“牺牲品”。保
加利亚能源部长佩特科娃说,“南溪”输气管
道项目对保加利亚的能源供应多样化和振
兴经济非常重要，停建“南溪”输气管道项
目是保加利亚的巨大损失。

欧盟表示，俄方的这一决定不会改变
欧盟所持立场，落实“南溪”输气管道项目
的过程应遵守欧盟现行规则。

（综合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阿布贾 12 月 3 日
电 阿布贾－卡杜纳铁路（阿卡铁
路）竣工标志着西非人口第一大国
尼日利亚的第一条现代化铁路正
式完工。这也是目前非洲第一条
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现
代化铁路。

阿卡铁路 2011 年 2 月开工，历
经 3 年工期，耗资 8.5 亿美元，于今
年 11 月完工，预计明年 2 月正式通
车。铁路全长 186.5 公里，共设 9
座车站，连接首都阿布贾和中部大

州卡杜纳。
对于沿途的百姓，铁路的意

义非比寻常。铁路运营后，从阿
布 贾 到 卡 杜 纳 的 路 上 时 间 将 由
原 来 的 三 小 时 缩 短 为 一 小 时 左
右。

阿卡铁路的竣工标志着中国
技术正式在西非落脚，为中国铁路
建设及中国标准“走出去”增添信
心。中国建造的铁路将有力促进
尼日利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福
一方百姓。

这几天记者手机堪比按摩器，
微信微博各种回复忙到手抽筋，原
因只有一个：国内网上有篇关于

“迪拜是中国草根阶层淘金天堂”
的报道火了！全国各地小伙伴纷
纷打听这边的薪金标准、工作签手
续，仿佛来迪拜打工真的如同大街
上弯腰捡钱一般。

那么问题来了，迪拜真的是中
国打工者的“淘金天堂”吗？毫无
疑问，文中很多内容以偏概全、有
待商榷，更有很多社交媒体的断章
取义。

先从金字塔尖说起。跟其他
国际大都市一样，中国人能进入迪
拜上层主流社会和世界 500 强企
业的实属凤毛麟角，无不具备欧美
留学背景并掌握数门外语，如此精
英方可月入五六万迪拉姆（1迪拉
姆约合 1.7 元人民币），也同样跑
不了每天辛苦加班、空中飞人出差
的命运，工作生活应近似北京出入
CBD的金领阶层。

再来看看这里的华人白领，主
要是一些中资企业的公派人员和
雇员。加上驻外津贴，他们的工资
大多比国内高出 20％～30％，尽
管基本都是包吃包住，但集体宿舍
和大锅饭的幸福指数是可想而知
的，同时还要付出远离国内亲朋好
友交际圈的代价。作为海外雇员
招聘的华人，其工资则一价全包，
自己解决租房交通等开销，单身的
基本也都是合租公寓。

最后来说“迪漂”一线的导游、
销售和酒店服务生，这些也是国内
动心来迪拜淘金者们的主要目标
行业。其实不久前网上就疯传过
一条夸张帖，说国内一个酒店服务

员来迪拜打工3年攒钱回去买了4
套房。对此，一名从事旅游和传媒
行业 6 年的华人“老迪拜”点评简
单给力：“特殊行业”的吧？

在迪拜这座中东最火爆的新兴
旅游城市，从事旅游、销售等服务业
基本工资确实要远高于国内。可跟
国内奢侈品店半天来一个客人的高
冷范儿不同，这边的专卖店走的是
早市范儿。

销售从开门到换班，一站好几
个小时不说，经常忙得喝不上一口
水。导游更是如此，底薪大约三四
千迪拉姆也就够基本开销，赚钱主
要靠小费，可是中国人有多少给小
费很大方的呢？

有点常识的都知道旅游业分
淡旺季，收入并不稳定，迪拜每年
有一半属于高温酷暑，气温四五十
摄氏度且湿度极大，这种气候下干
导游的滋味不难想象。酒店服务
生也是更替迅速的行业，工作环境
确实“高大上”，但枯燥单调的工作
内容也是甘苦自知吧。

迪拜的房价、车价远低于国内
一线城市确实不假，但很多欧美国
家都是如此。相对于房价，迪拜的
房租很贵，市中心一套一居室年租
金 10万迪拉姆左右。既然是“迪
漂”，大部分打工族还是以攒钱为
目的，在当地买房买车、置业安家
的还是少数。华人聚集的迪拉、国
际城相对便宜，但大多数都是几人
共住一间，有些就如同北京“蚁族”
的小隔间上下铺。

只要在现实的人间，就没有纯
粹的天堂。越来越多海外华人的
亲身经历证明，只要你有真才实学
并且勤奋耐劳，哪里都可以成为

“淘金天堂”。
（据新华社迪拜12月2日电）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 2日电 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2 月 2 日晚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解除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的职务，
同时要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与来自中
左翼党派的执政伙伴围绕“犹太国家”法案
等问题存在尖锐分歧，导致以色列联合政
府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由于双方
立场难以调和，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决定提
前举行议会选举。

“犹太国家”引发危机
11 月 23 日，在内塔尼亚胡的强力运作

下，以内阁通过了一份由他提出的“犹太国
家”法案。法案规定，以色列是“犹太国
家”，希伯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阿拉伯语
将不再是官方语言，只享有“特殊地位”。
另据内塔尼亚胡解释，“犹太国家”属性意
味着以色列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家园”，
以色列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个人权利，但
只有犹太人拥有民族权利，比如国旗、国歌
和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及其他民族象征。

该法案遭到了财政部长拉皮德和司法
部长利夫尼等中左翼党派部长的强烈反

对。他们认为，该法案将削弱以色列的民
主国家特征，损害占以色列人口 20％的阿
拉伯裔公民的权利，因此他们将拒绝在议
会中支持该法案。

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急于推动该法
案，是为了迎合右翼势力，为明年的利库德
集团党首初选做准备。

提前大选不可避免
内塔尼亚胡说，拉皮德和利夫尼不停

地对他进行攻击，并试图推翻他领导的政
府，使他已经无法有效领导政府运作，因此
他不得不将二人解职，并要求解散议会，提
前举行选举。

近来，内塔尼亚胡与拉皮德和利夫尼
矛盾加深。内塔尼亚胡 1 日就在他领导的
利库德集团内部会议上警告，如果政府不
能和谐运转，他必须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为化解危机，内塔尼亚胡随后与二人分别
举行会谈，但都不欢而散。

内塔尼亚胡说，既然现任的政府难以为
继，他希望提前选举能够给以色列带来一
届新的、更稳定的政府。此间媒体分析，原
定2017年举行的选举可能改在明年3月。

寻求“能源联盟” 不惧欧盟施压

俄罗斯弃建“南溪”管道

以总理撤部长并提请解散议会
“犹太国家”法案引发政坛危机

12月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
新华社发

非洲首条中国标准铁路完工

迪拜真是“淘金天堂”？
■国际随笔

12月 2日，在美国华盛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
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演讲。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 2日在华盛顿
开幕。中方提出中美互联网交流五点主张：一、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
定；二、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三、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四、沟
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五、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新华社发

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举行

中方提出五点主张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2013 年，在驰骋过黄金 10 年后，

中国白酒业再次迎来寒冬。

而这一年，茅台集团却交出了一

份骄人的成绩单：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突破 402 亿元，公司主导产品的销售

量、品牌价值等高居中国白酒行业榜

首。

市场“寒冬”里，茅台集团顺势而

为，在销售领域推出了颠覆性的一轮

创新改革。即在巩固茅台酒品牌形

象和高端地位的前提下，努力向大众

消费、商务消费、家庭消费和休闲消

费转型，挖掘私营业主、民营企业和

富裕阶层等新的消费群体，实施“顺

价控量、薄利多销”策略。

革新仍在向纵深进行。

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的茅台，在价

格上顺势理性回落。

这样的价位调整，让春节后的部

分地区曾出现茅台断货的现象。

此番顺应市场而作出的革新，沿

承了茅台多年来勇于创新改革的传

统，而其带来的良性效应显见。当中

国白酒业大多陷入寒冬低谷，茅台却

交出了令人惊讶的优秀成绩单。

当“私人订制”一词因一部高票

房电影的使用而被国人津津乐道时，

2014 年 1 月 18 日，国酒茅台的“私人

订制”就真切地出现了——中国白酒

行业首家个性化定制营销公司——

贵州茅台酒个性化定制营销公司宣

布成立。

定制酒公司成立后，其市场推广

渠道在线上采取推出自己的网络销

售体系。

两个月后的 3 月 17 日，贵州省国

资委监管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三年

行动计划启动推介会在贵阳召开。

会上，茅台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系列

“组合拳”，引起全国媒体和公众的极

大关注。

茅台集团透露的改革目标，是建

设产融结合的多元化控股集团，并将

在 2017 年让整体销售收入达千亿元

级。而在集团层面，将推进茅台酒板

块、其他酒类板块、营销商贸板块、金

融板块、文化旅游板块、创业投资板

块等七大业务板块，逐步培育形成六

七个子集团。

此外，茅台的改革和创新，还体

现在内部体系的重新构建。

茅台集团拟将其内部拆分，并把

现有系列酒整体剥离至新公司，新公

司保持相对控股，实现系列酒供、产、

销完全独立，且要求在 2014 年完成新

公司拆分工作，2015 年开始引进战略

投资者工作。未来的新公司，将择机

并购其他酒类企业或借壳上市。多

位业内人士在受访时均表示，从发展

思路看，茅台集团的改革力度强于预

期。

跨越新拐点，茅台继续在时代的

潮流中，稳健驰向下一座巅峰。

（金 扬）

“金奖百年·中国酱香”茅台时代叙事之四

2013：直面新拐点顺势创新而为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地税局针对纳税

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换位思

考，认真自查，及时整改，不断优化纳税服

务，并结合正在进行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紧抓活动点多线长、面广

量大，与群众联系更直接、更紧密，需要解

决的问题更具体、更尖锐，群众的期望值更

高的特点，全面部署，扎实开展，进一步和

谐征纳关系，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一是稳住根基，转变服务理念，开展纳

税服务培训。该局筛选辖区内的小微企业、

个体户、经营低潮户、问题户进行走访调研，

倾听企业的需求建议，提供税收帮扶与优惠

政策讲读，确保小企业受重视，并进行小规

模纳税人网上申报等多项办税业务辅导，就

日常办税过程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重点

培训辅导。

二是严格纪律，强化服务意识，认真落

实各项规章制度。了解该局辖区经营形势，

摸清税源状况，对税务人员税收服务情况进

行评价调查问卷，对纳税人反映较多的效率

服务等重点问题，进行专项改进，并由纳税

人监督作反馈；对执法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要切实制定措施，动真碰硬做改

变，不断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把握重点，解决

难点。

三是持续长效，着重自查，紧扣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重点查找和解决“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慵懒散拖”、推诿扯皮、“吃拿卡

要”、执法不公等问题。抓住要害，做“检查”，

开“处方”。有针对性地强化干部的日常思想

教育工作，培育干部的为民情怀和廉洁奉公

操守，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落到实处，保住成效。 （张静）

郑州市金水区地税局“换位思考”着力优化“纳税服务”

东方东方ICIC供图供图

““南溪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日表示，由于欧洲方面的

反对，俄罗斯将放弃“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转而加

强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俄罗斯公司此前已经在“南

溪”项目上投资近5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