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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开罗 1月 26 日
电 据埃及官方媒体中东社 26
日报道，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的两个儿子已于 25 日被释放，
但穆巴拉克本人仍被拘押在开
罗一所军队医院内。

目前，穆巴拉克及其两个
儿子仍面临挪用公款的指控。
此外，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还
面临一项内幕交易的指控。

2014 年 5 月 21 日，开罗刑
事法院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判处
穆巴拉克 3 年监禁，其两个儿
子各 4 年监禁。3 人被指曾将

修缮总统府的 1 亿埃镑（约合
1400 万美元）挪作他用。本月
13 日，埃及一家法院接受穆巴
拉克和其两个儿子的上诉，宣
布将重审 3 人的挪用公款案。

2014 年 11 月 29 日，开罗
刑事法院对穆巴拉克所涉多起
案件作出无罪判决，其中包括
穆巴拉克、前内政部长阿德利
及其 6 名助手谋杀示威者一案
和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低价
向以色列非法出口天然气牟利
一案。此后，挪用公款成为穆
巴拉克背负的唯一罪名。

穆巴拉克俩儿子获释

新华社专电 马来西亚航
空公司官方网站 1 月 26 日遭

“黑客”团体“蜥蜴小队”入侵。
当天早上打开马航官网，主

页显示一张一架马航空客 A380
客机的图片，并附有“404－飞机
没有找到”和“被网络哈利法入
侵”字样，浏览器分页则显示

“‘伊斯兰国’将战胜一切”字
样。晚些时候，网站主页又被换
成一张一只戴礼帽和单片眼镜、
穿燕尾服、抽烟斗的蜥蜴图片，

文字换成“‘蜥蜴小队’－‘官方
网络哈里发’”，“伊斯兰国”字样
消失不见。暂不清楚“蜥蜴小
队”为何入侵马航官网。

这一“黑客”团体去年底曾
宣 称 入 侵 美 国 索 尼 PlaySta⁃
tion Network 和微软 Xbox Live
在线游戏网站。马航 26 日在
一份声明中承认网站遭“黑”，
说正努力解决问题，可能需要
将近 24 个小时才能完全恢复
网站。

马航官网被黑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6 日
电 火星车是火星着陆探测的
元老。但对于崎岖不平的火星
表面来说，单靠火星车边走边
探路还是稍显吃力了一些。为
此，美国航天局正在测试其下
属喷气推进实验室研制的火星
直升机，其使命是提供更多探
测信息，为火星车引路。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消息
说，火星上的沟壑山脊导致火
星车导航难度巨大，它从一个
目标走到另一个目标就像翻越
喜马拉雅山脉一样难，因此专
家们研制出了一种无人驾驶的
火星直升机。目前被测试的样

机重约 1 公斤，它顶部旋翼的
转动圆周直径为 1.1 米。

美国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每
日行驶十多米至几十米。而这
种直升机在一个火星日（时长
24 小时 39 分钟 35 秒）内的飞
行距离可达火星车行进距离的
3 倍 。 它 可 以 在 火 星 车 头 顶
飞，一旦火星车的视野被障碍
物挡住，该直升机就向地面控
制人员发回探测信息，协助他
们重新规划火星车的行进路
线。

对于未来探索，这种直升
机还能帮助专家选择有考察价
值的场所。

美测试火星直升机

新华社专电 不要一提到
脂肪就如临大敌，事实上，脂肪
不但能帮你减肥，还能预防糖
尿病哦！当然，这里说的脂肪
不是肚子上的“游泳圈”，而是
分布在你脖子前后以及上背部
的棕色脂肪。棕色脂肪由脂滴
和富含铁的线粒体构成，里面
还有大量细小血管，因此外观

上呈现出淡淡的棕色。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

部加尔维斯顿校区科学家研究
发现，在寒冷环境下，棕色脂肪
不但可以增加能量消耗，燃烧卡
路里，还能帮助身体更加有效调
节血糖。可以说，棕色脂肪是抗
击糖尿病的重要组织。相关研
究报告发表于《糖尿病》月刊上。

脂肪也能帮你减肥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国北车 26 日
发布公告称，中国北车所属的北车（美国）公
司已经与美国马萨诸塞州海湾交通管理局签
订了出口美国波士顿红橙线地铁项目合同，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1.18 亿元。

去年 10 月 23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海湾交
通管理局正式批准向中国北车采购 284 辆地
铁车辆，装备波士顿红线和橙线地铁，这是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首次登陆美国。为更深入地
融入美国市场，进一步向纽约、华盛顿等城市
进发，获取更多市场订单，中国北车将在美国
建立轨道交通研发制造基地，招募和培训美

国工人，实现“本土化”生产。
据了解，这批地铁列车运营时速为 63 英

里（即 102km／h）。在定期维护和大修基础
上，车辆设计能够运行 8 万英里／年（12.9 万
公里／年），服务年限至少 30 年。列车的结
构强度、控制安全等方面采用美国标准。

“中国高铁走出去”2014 年大放异彩。
目前中国正与美国、俄罗斯、巴西、泰国在内
的 28 个国家洽谈高铁合作项目，与俄罗斯和
泰国已经签署了高铁合作意向书。中国北车
2014 年的出口签约额超过 30 亿美元，比 2013
年增长 73.5％。

北车与美签订地铁出口合同

中国地铁将首次登陆美国

回望 2014，“高铁出海”是关键词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有关“低价竞争”、“亏
本买卖”的担忧和质疑从未散去。如果把“高
铁出海”仅仅看成是一笔交易，未免会限于争
取一城一地之得失。如果放大视野，把高铁
走出去放到中国发展的整体布局中，就会发
现其中的长久红利。

从当下看，“高铁出海”将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新支点。结束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
步入“新常态”，高铁“走出去”不仅有利于纾

解国内产能过剩，还可以开拓市场，输出产
品、技术、人力资源。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
中国在海外的铁路建设项目目前大多盈利，
机车出口利润率也远高于国内。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高铁出海”不仅是
某种产品、某样技术的输出。高铁是高端装
备技术的集成，代表着一国的制造实力和科
技水平。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高铁出海”
更意味着发展大格局的改变。在国内，高铁
已经以速度之魅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走

出海外，也将改写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版图。
为未来布局，意味着中国在“高铁出海”

的“旅程”中要有更多的战略考量。以欧亚大
陆为例，如果能够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
亚、中东、东欧甚至最后直至西欧的高铁路
线，不仅将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融合，
还将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打造向西的“桥头
堡”，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铁路尤其是高铁，投资巨大回报期长，短
期内运营很难有经济效益。但这只是就铁路

而说铁路，如果把高铁对沿线经济、社会的拉
动作用综合考量，其综合效益不可低估。中
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交通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是其中关键。如果能用快速铁路把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连，产生的巨大经济、
政治意义更难以金钱衡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有抓住当下难
得的历史机遇期，精心布局“高铁出海”，若干
年后中国和世界都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红
利。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高铁出海”要算“大账”

希腊激进左翼政党胜选
欧元区或迎新一轮经济动荡

希腊最大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

党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1月

25 日晚宣布赢得议会选举并于 26

日就任新一届总理，承诺与国际债

权人重新谈判贷款条件，“结束希腊

人持续5年的羞辱和痛苦”。

受希腊政局悲观情绪影响，欧

元对美元汇率 26 日盘中创下 11 年

来新低。

中国北车1月26日与美国签订了出口波士顿红橙线地铁项目合同，这是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首次登陆美国。除此之外，中国同老挝、泰国、俄罗斯、印

度、摩洛哥等国家的海外铁路项目也在跟进……高铁“走出去”不仅有利于纾

解国内产能过剩，还可以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改变中国“低端制造”形象。

2014年11月4日，中国北车集团在上海参展第16届国际工业博览会的列车模型。东方IC供图

1月 25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支持者在首都雅典参加庆祝集会。新华社发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

胜选结果超预期
根 据 内 政 部 对 92％ 选 票 的 统 计 结 果 ，

激 进 左 翼 联 盟 党 得 票 率 约 为 36.3％ ，主 张
继续改革并在欧元区和救助协议框架内摆
脱 债 务 危 机 的 执 政 党 新 民 主 党 得 票 率 为
27.8％。

依据这一得票形势，激进左翼联盟党将获
得 300 个希腊议会席位中的 149 个，成为议会
第一大党已成定局。虽然距离控制议会过半
席位仅差两席，激进左翼联盟党将不得不与其

他政党联合组阁，但这一胜选结果已经大大超
出外界预期。新民主党所获议席将削减至大
约 76 席。

选举结果得到最终确认后，现年 40 岁的
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成为希腊
150 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以及首个公开反对紧
缩措施的欧元区国家政府首脑。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救助方“三驾
马车”决定向希腊提供两轮共 2400 亿欧元（约
合 2690 亿美元）救助贷款，希腊则承诺实施一
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欧元区危机加深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反紧缩派在希腊选

举中获得大胜，势必引起欧元区紧缩措施支持
者与反对者的更激烈对抗，欧元区或将迎来新
一轮经济动荡。

就希腊而言，齐普拉斯先前表示，国际债
权人在希腊债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继续让希
腊支付更高的债务偿付成本，将希腊逼入“不
可持续”的境地。因此，他上台后将立即寻求
将希腊背负的 3180 亿欧元（3564 亿美元）巨额

债务减计 50％。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
经警告过，希腊如不能如约偿还债务将面临

“后果”。
对于欧元区而言，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还让

主要欧盟国家在紧缩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大。
一名欧洲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记者，希腊

选举结果出来后，国际债权人与希腊的重新谈
判将“不可避免”。

不过，双方谈判中能相互作出多少妥协，
仍是可能影响欧元区市场的不明朗因素之
一。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际观察

提升集聚度 形成“聚光灯”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 12 月 30 日，新乡市委书记李庆贵在市委全会暨

经济工作会上说，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是制约产业做强做大
的一大瓶颈，要认真落实千百亿产业集群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重点抓好市县两级联动，进一步突出主导产业、支柱产
业，提升产业集中度，形成“聚光灯效应”。

据了解，新乡正在实施的千百亿产业集群培育三年行动
计划为，在中心城区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
产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生物与新医药、动力电池与电动车
等市级千亿产业集群；各县（市、区）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集群，结合各自产业实际，多措并举，努力打造百亿产业集
群。强化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看长远、算大账，围绕产业链
图谱开展缺链补链招商，持续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竞争力强的企业与项目，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集群。

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度，新乡目前已初步建成以装备制造、
电池电动车、生物与新医药、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体系。2014年预计装备制造产业产值接近 1000亿元，
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化工等产业产值向 400亿元迈进，电池电
动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均突破 200亿元。

新乡市市长舒庆说，新乡将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产业
集群为主攻方向，努力缓解结构性摩擦，提升产业有机联系
的聚合质量。

印度 1 月 26 日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阅兵仪
式，庆祝第 66 个“共和国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应邀出席，成为首名观看印度阅兵仪式的美
国总统。

为此，印度当局今年格外加强安保措施，
出动超过 8 万名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人员在街
头巡逻，阅兵仪式期间将封锁周边道路、关闭
地铁站，以确保阅兵秩序。

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
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坐在防弹玻璃制
成的密闭隔间里观看这次阅兵仪式。奥巴马
25 日开始访问印度，原定参观当地著名景点
泰姬陵，但随后决定缩短行程以赶赴沙特阿拉
伯吊唁老国王逝世。

尽管新德里 26 日早晨下起阵雨，但民众
观看阅兵仪式的热情依然高涨，数以万计的民
众早早等候在阅兵方阵行进路线的道路两旁。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

治获得独立。1950 年 1 月 26 日，印度议会通
过印度共和国宪法，这一天被定为“共和国
日”。

每年，印度“共和国日”阅兵仪式都会融入
传统音乐、部落舞蹈、摩托车特技表演等内容，
今年则增加了一些新特色。

印度边防部队士兵骑着盛装打扮的骆驼，
出现在今年阅兵仪式上。据了解，印度边防部
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骑骆驼执行任务的军队
之一。

印度边防部队士兵还在行驶的摩托车上
以叠罗汉方式搭建“人形金字塔”。这一项目
难度较大，备受印度民众和媒体期待。

阅兵方阵队伍行进过程中，多架直升机将
从空中向地面人群抛撒花瓣。

今年阅兵仪式上，印度陆海空三军首次推
出女兵方阵，使各类方阵总数量增至 25 个，比
去年多 5 个。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度举行阅兵仪式
首次推出女兵方阵

1月 26
日，在印度孟
买，警校女学
员参加共和
国日大游行。
新华社发

1月 25日，在法国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在中非
共和国遭绑架获释的法国人质克劳迪娅·普里斯特（中）拥抱儿子
弗洛朗（右）及法国外交部部长法比尤斯（左）等人。新华社发

法国人质获释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