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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4 月 20 日率领纽约州一些官员及
一个贸易代表团开始对古巴进行
为期 2天的访问。

这是自去年 12月美古宣布启
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首名
访问古巴的美国州长。科莫也将
是 54年来访问古巴的美国最高级
别官员。

美联社报道，科莫定于 20 日
和 21日对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访
问。

此次随科莫访问的代表团可
谓阵容庞大，包括纽约州众议院议
长、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等政界代
表，以及来自航空旅游、医疗保健、
生物技术、医药、金融服务、农业等
领域和纽约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商
界和高等教育界代表。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报
道，这次贸易代表团由众多美国商
界“领头”人物组成，包括捷蓝航空
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宾·海斯、万事
达公司副主席沃尔特·麦克尼。美
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再生元
制药公司高管也是代表团成员。

科莫把这次商界人物访古视
为美国开启古巴新市场的“强大垫
脚石”。他 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古巴市场对美国企业封闭半个多
世纪，这些商界代表人物能够帮助
美国（在古巴）打开市场，确保美国
企业在古巴这个新市场处于领先
地位……为美古两国经济关系奠
定基础。”

一些经贸专家分析，美古两国
关系改善，纽约州的商业将受益颇
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专电 澳大利亚和伊朗
达成一份临时情报共享协议，以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 20日报道，澳大利亚外交
部长朱莉·毕晓普上周访问伊朗，是
近十年来首名访问这一国家的澳外
长。她说，两国在打击“伊斯兰国”
方面有着共同目标。“这是非正式协
议，借此我们能分享情报，获悉有关
加入（‘伊斯兰国’的）澳大利亚人的
情况。”毕晓普说，“我相信，伊朗有

我们想要的情报，他们非常愿意与
我们共享。”对于这一报道，澳大利
亚和伊朗外交部暂时没有作回应。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迄今已向
伊拉克派出数百名军人，帮助伊方
打击“伊斯兰国”。法新社报道，至
少有 110 名澳大利亚人曾前往伊
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其
中 30多人已回国。澳大利亚政府
警告，本土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
的威胁正在增加。

据新华社雅典 4 月 20 日电
希腊海岸警卫队 20 日说，一艘搭
载非法移民的船只当天在雅典东
南约 400 公里处的罗德岛附近海
域沉没，至少 3 人在事故中死亡，
另有 83人获救。

海岸警卫队说，目前已打捞起
的 3 具遗体分别为 1 名男子、1 名
妇女和 1 名儿童，获救的 83 人中
23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海岸
警卫队最初估计移民船上可能有
大约 200人。

当地官员说，这条木船在驶近

罗德岛海岸时撞在石头上，随后在
几分钟内沉没。船上部分乘客在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帮助下获救。

海岸警卫队官员援引获救乘
客的话说，这条船驶自土耳其，船
上大部分乘客来自叙利亚。目前
尚不清楚是否有乘客被困在沉船
中。

这是 3 天来第二起发生在地
中海的非法移民船事故。 18 日
晚，一艘搭载至少 700人的偷渡船
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沉没，据估计死
亡人数可能多达数百人。

韩国国防部 4 月 20 日发布的
“国防中期计划”显示，韩国今后 5
年将大幅提升军费预算，以强化应
对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的能力。

韩 联 社 报 道 ，韩 国 国 防 部
2016至 2020财年的军费预算总额
将 达 到 232.5 万 亿 韩 元（约 合
2092.5 亿美元）。除 155.2 万亿韩
元（1396.8 亿美元）的军队维护开
支外，剩余军费预算将主要用于提
升韩国的军事能力。值得一提的
是，基于对朝鲜可能已经达到掌握
核弹头小型化技术“重要节点”的
判断，韩国国防部将在今后 5年投
入 6 万亿韩元（54 亿美元）推进为
应对朝鲜导弹威胁而构筑的“杀伤

链”系统，并拿出 2.7 万亿韩元（24
亿美元）研发以拦截低空导弹为主
要目标的“韩国型导弹防御体系”。

韩国国防部说，作为有效应对
朝鲜在局部地区挑衅并做好战争
准备的一部分，韩国还打算从预算
中划拨 1.8 万亿韩元（16 亿美元）
购置无人侦察机、新型探测雷达等
情报收集系统。另外，针对朝鲜不
断增强的网络安全威胁，韩方还将
拿出 1000亿韩元（9000万美元）构
建多层次的互联网安全防护体系
和网络模拟演练场。

对韩国准备大幅提升军费预
算的消息，朝鲜方面没有立即作出
回应。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纽约州长访古巴谋经贸

澳伊携手打击“伊斯兰国”

偷渡船在希腊海域沉没

4月 20日，在希腊罗德岛，救援行动在船只失事地点附近展开。
新华社发

韩五年规划大涨军费

4 月 19 日，在南非德班以北的查茨沃思，人们搬运行李，准备离开
避难营返回津巴布韦。本次排外骚乱于 3 月底首先在德班爆发，迄今
共造成 7人死亡，数千名外国人流离失所，另外还有数百家外国人开的
店铺被打砸抢。 新华/法新

骚乱受害者离开南非

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正在考虑把
总部搬出英国的可能性，新总部有望选址亚
洲。英国银行业税务负担大增，令银行感到

“伤不起”。

股东要求
路透社 4月 19日报道，多家投资者希望

汇丰和渣打彻底评估，是否应将总部搬出英
国。英国政府上月把银行税上调三分之
一。英国 2010年引入银行税以来，税率已经
提高 8倍，旨在确保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做
出“公平贡献”。

渣打第二大股东、安本资产管理公司认
为，渣打应该考虑总部迁址事宜。

汇丰股东、英国先机环球投资公司股票
部负责人理查德·巴克斯顿说：“汇丰和渣打
显然达到一个痛点，认为留在英国已经划不
来。”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银行高级管
理层已经开始评估离开英国的可能性。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银行
内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
由股东和卖方分析师提起。”

汇丰和渣打今年共计面临 20亿美元银

行税，相当于 2013年所缴税金的将近两倍。
这一数字在 2014年为 15亿美元。

亚洲“粮仓”
汇丰和渣打的主要利润均来自亚洲。

汇丰 4年前说，将在 2015年重新评估总部设
址。但这家银行现在拒绝评论，是否会重议
总部地址。

汇丰有两个“主场”，一个是英国，另一
个是中国香港。汇丰 150年前创办于香港，
1993年收购米德兰银行后，总部迁往英国伦
敦。过去 3 年间，汇丰在香港盈利 240 亿美

元，同期在英国亏损 40亿美元。
渣打自 1969年创办以来一直以英国为

总部。路透社报道，渣打可能把总部迁往新
加坡。

如果确实搬迁总部，迁址成本将分别为
15亿美元和 25亿美元。

瑞士银行银行业分析师约翰—保罗·克
拉奇利说：“放眼 10 年或 15 年后，难以想象
这两家银行的总部还在这里。但我觉得短
期内搬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有更重要的事
情要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雅加达 4 月 20 日电 来自近
100个亚非国家的部长级代表 20日在印度
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了作为亚非领导
人会议和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预备
会的部长级会议，呼吁加强南南合作和三
角合作。

会议由印尼外长蕾特诺和南非外长马
沙巴内共同主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
民与会并发言。与会国家还审议通过了领
导人会议和纪念活动 3 份成果文件，即

《2015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
关系宣言》和《巴勒斯坦问题宣言》。

蕾特诺在致辞时说，亚非新型战略伙伴
关系框架为亚非关系揭开了新篇章，为两个
大陆建起了更好的沟通桥梁。在新形势下，
深化政治团结、经济合作、社会与文化关系
是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的 3大支柱。此外，
亚非各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蕾特诺说，领导人系列会议最后还将
重申万隆精神，发表万隆公报。为了贯彻

执行这个公报，亚非各国应在相互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加
强南南合作，以及三角合作，即两个或多个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开展的
发展合作。

刘振民指出，万隆会议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十项原则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
本原则。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弘扬万隆精
神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重振亚非新型战
略伙伴关系，对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
平与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强调，中国曾为 1955年的万隆会议
成功举行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中国今天愿
继续为弘扬万隆精神、促进亚非国家团结
合作、实现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作出贡
献。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亚非领导人会
议，中方愿在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
6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之际，提出我们关于
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亚非务
实合作的有关倡议，并反映在成果文件中。

税负“伤不起” 盈利靠海外

汇丰渣打考虑总部搬至亚洲

亚非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各国呼吁加强南南合作

▶4月 20日，士兵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展中心外列队行进。数千名士兵、警察等
安保人员在会场内外驻守，确保亚非领导人会议顺利进行。 新华社发

中巴经济走廊里的“好风景”
● 中 巴 经 济 走 廊 是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

样板工程。

● 吉 姆 普 尔 风 电 项

目，已被列入中巴经济走

廊能源合作的优先推动项

目。

●瓜达尔港工程作为

中巴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工

程，已成为新世纪中巴友

谊的重要见证。

▶4 月 20 日，一辆满载货物的车
辆驶过喀什综合保税区主卡口。当
日，喀什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营。
地处“中巴经济走廊”廊桥要道位置
的新疆喀什，将以此新经济平台为引
擎，无缝对接“中巴经济走廊”。

新华社发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中巴双方对
此寄予厚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
访问巴基斯坦，必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深化中巴全方位合作，将中巴命运共
同体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
共同体的典范。

“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李克强总理访

巴期间中巴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中国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巴基斯坦提振国
内经济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体现，是“一
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两国同
意，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
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合作为重
点，打造“1＋4”的合作布局。

目前，走廊各个项目推进顺利。双方
正大力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瓜达
尔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探讨高速
公路、轨道交通、经济园区、跨境光缆等领
域合作，推进一批巴方急需的水电、火电、
太阳能、风电等能源项目。双方还将积极
推动产业园区和产能合作，在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框架下开展合

作。走廊建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正逐步
显现。

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领导人着眼双
边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目的是
实现中巴在更高层次上的互联互通与发
展对接，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必
将有力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聚焦能源电力
巴基斯坦电力严重短缺，夏季用电缺

口可达 5000 兆瓦／时，不仅影响生产用
电，居民生活用电也难以保障。

目前，走廊建设在电力能源领域发展
较快，已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并发挥了较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主要是因为这些项
目符合巴基斯坦近期和长远的发展需要。

由联合能源集团在巴基斯坦南部投
资建设、葛洲坝集团担任工程总承包商的
吉姆普尔风电项目，总投资额计划为 13
亿美元，装机容量 500 兆瓦。其中，一期
项目投资额 2.6 亿美元、装机容量 100 兆
瓦，将于今年 4月开工。该项目已被列入
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的优先推动项目。

由三峡集团投资在巴第二大河流吉
勒姆河上兴建的装机容量 720 兆瓦的卡

洛特水电站和 1100 兆瓦的科哈拉水电
站，将分别于 2015 年下半年和 2016 年下
半年开工。

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下属公司和卡
塔尔的一家投资公司在卡拉奇附近合资
兴建的卡西姆火电站将于今年 4 月举行
开工仪式。该火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1320
兆瓦。

中巴双方在走廊的电力能源建设方
面已初步形成一个覆盖整个产业链、投资
形式多样、多方积极参与、包容开放、合作
共赢的局面。可以预见，这些项目的陆续
开工建设必将为巴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
动力，长期严重制约巴经济发展和困扰民
生的电力短缺问题有望得到大幅缓解。

打造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

支省，是巴基斯坦一座天然深水良港。
2001年，应巴时任总统穆沙拉夫的请求，
中国政府同意参与援建瓜达尔港，并以无
偿援助、优惠贷款和低息贷款等形式向巴
方提供 1.98亿美元融资，同时提供技术支
持。

2007年 3月 20日，瓜达尔港工程正式

竣工。作为中巴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瓜达尔港成为新世纪中巴友谊的重要见
证。

2013年 5月李克强总理访巴期间，两
国同意启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走廊北
起新疆喀什，南至瓜达尔港，计划建设公
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中国海外港
口控股有限公司当年 2 月开始接管瓜达
尔港的运营。

在瓜达尔港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南
端起点后，两国领导人在多次会面中都提
出应落实好瓜达尔港项目。

巴计划和发展部长阿赫桑·伊克巴
尔·乔杜里表示，瓜达尔港有着巨大的潜
力，它将成为走廊的门户。他说，为改善
瓜达尔港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多条连接
巴其他地区的公路和一个新国际机场将
得以兴建。此外，瓜达尔港自贸区的建设
也正在推进，这将为当地创造非常多的就
业机会。

伊克巴尔说：“走廊是历史赋予巴基
斯坦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也许几个世纪才
有一次，巴基斯坦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从
而实现我们的梦想，改变国家的命运。”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