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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8月20日电 韩国
总统府青瓦台 20 日表示，韩国总
统朴槿惠将于 9 月 2 日至 4 日访
华，出席 9月 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

据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

朱铁基介绍，朴槿惠访华期间，韩
中两国领导人有望举行会谈。但
具体行程还在协商中。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将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9 日
电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IMF）19
日表示，IMF 执行董事会批准将
现行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的有效期延长 9 个月至明年 9 月
30日。

IMF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延
长现行 SDR 货币篮子的有效期是
为了有关 SDR 的操作能够平稳进
行。现行 SDR 货币篮子的有效期
预计于今年年底到期。

IMF说，这一决定回应了 SDR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SDR 使 用 者 向
IMF 反映，由于年初市场清淡，根
据全新的 SDR 货币篮子估值和权

重 来 平 衡 储 备 货 币 头 寸 并 不 容
易。此外，如果有新的货币加入
SDR，该举措还能够让 SDR使用者
有充分时间来调整投资组合。

IMF强调，延长 SDR货币篮子
的有效期与人民币是否纳入以及
何时做出决定纳入 SDR 没有直接
关系，IMF执董会仍然计划今年 11
月份正式开会讨论是否将人民币
纳入 SDR。

SDR 是 IMF 于 1969 年创设的
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
国官方储备不足，其价值目前由美
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
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

新华社专电 国际原油期货市
场 8月 20日亚洲交易时段，油价跌
至 6 年半来新低，逼近每桶 40 美
元。

新加坡 IG市场公司市场策略
师伯纳德·阿乌告诉法新社记者：

“美国库存意外增加……加剧全球
供应过多担忧……鉴于现在的情
况对原油不利，我们可能看到油价
进一步走低。”美国能源部 19日发
布数据称，美国石油库存上周增加
260万桶，令投资者倍感意外。

降低国内货运成本
7月 29日，来自中国的 1.5万吨铁轨和 20

辆高科技施工车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码
头。这批材料和装备将用于翻新贝尔格拉诺
货运铁路线从中部交通枢纽阿维亚特赖市到
查科省重要贸易港布拉特拉斯之间的路段。

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总长逾 1万公里，
曾是连接中部 17个省和东部出口码头的重
要物流通道。不过，由于缺乏维护，多数路段
接近荒废。阿根廷政府决定斥巨资重振该线
路，中国机电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凭借融资和
性价比优势成为总承包商。

根据双方协议，中机将为该线路重建提

供 21 亿美元融资支持，阿方将从中国购买
100辆新机车、3500节货车车厢和约 3万吨铁
轨，翻修部分路段。未来三年，这项工程将创
造约 4500个就业机会，改造后的线路物资运
力将提升两倍。预计内陆省份陆地运输成本
将降低 80％。

首都城铁线网更便利
阿根廷 40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一

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郊区。布宜诺
斯艾利斯周围有 24个卫星城，从首都往返卫
星城主要依靠 6条城铁线路。但是，由于投
资不足，设施陈旧老化，城铁系统的运力和安
全舒适度难以令人满意。

2013年中国南车（现中国中车）四方股份
公司与阿方签订了 709辆总价值近 10亿美元
的城际动车组供货合同，涉及萨缅托、米特
雷、罗卡和贝尔格拉诺南线等连接首都与郊
区的主要干线。

今年 7月底，在此项目下的城际动车组
全部按期交付。如今，蓝白相间的中国列车
穿梭于阿根廷首都与郊区之间，为数百万阿
根廷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成为一
张张流动的“中国名片”。

更新后的城铁客运系统运营效率明显提
高。以萨缅托城铁线为例，线路发车间隔频
次提高了一倍，运行时间大幅缩短，日载客接
近翻番。官方统计乘客满意度达 97％，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城铁出行。
中阿铁路产业对接，不仅包括机车车厢

整车出口，同时也引入了与之配套的牵引电
机、网络控制系统、信号、线路诊断设备等高
技术产品和服务。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郊
区的罗卡线 300辆城铁的牵引电机和网络控
制系统就是由中车时代提供。

未来，双方考虑通过技术转移在阿根廷
制造机车和轨道设备。阿内政和交通部长
兰达佐看好中阿铁路产业融合发展。他说：

“复兴阿根廷铁路制造业急需来自中国的技
术转移，合作设厂是双方技术合作的重要开
端。”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8月19日电）

德国联邦议院 8 月 19 日批准了希腊第
三轮救助协议，为希腊获得约 860亿欧元（约
合 950亿美元）救助贷款铺平道路。与此同
时，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将接管希腊 14个
机场，作为希腊获取救助的条件之一。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先前一直反对国际
债权方所提的私有化等方案，致使希腊第三
轮救助协议迟迟不能达成。最终，双方在财
政目标、私有化以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等问题
上各作让步，协议于本月 11日达成。

英国《卫报》19日报道，作为首批私有化
措施，希腊同意向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出
售 14 处机场运营权，包括一些旅游胜地机
场。权利让渡合同金额 12.3 亿欧元（约合
13.7亿美元）。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集团为法兰克福机
场运营方，在全球多地运营机场。接下来，
法兰克福机场集团将接管希腊 14处机场，它
们位于米蒂利尼、罗得岛、干尼亚、卡瓦拉、
塞萨洛尼基和亚克兴等地。

随着债务危机的暂时化解，希腊政府放
松了对银行交易的部分管制。

希腊财政部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允许希
腊民众每人每月向境外汇款最多 500 欧元

（551美元），向留学生汇款每季度最多 8000
欧元（8816 美元），以支付学费和食宿等费
用。这是希腊政府近两个月来首次允许民
众对外汇款。

另外，希腊人可以在银行开设没有提款
权的新账户，用于偿还贷款、缴纳社会费用

和税款等。
希腊何时完全解除资本管制仍不清楚。
今年 6月，希腊决定就债权人协议草案

举行全民公投后，欧洲央行冻结了希腊紧急
流动性援助上限。为避免银行系统崩溃，希
腊实施银行停业和资本管制，储户每日取款
限额定为 60欧元（66美元）。

虽然总理齐普拉斯一度态度强硬，称不
会接受国际债权方的严苛条件，但最终在巨
大压力下让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朴槿惠将出席
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联合军演8月20日开始在彼得大帝湾海
域、克列尔卡角沿岸地区和日本海海空域举行，将于28日结束。这是中国
海军沈阳舰准备停靠俄罗斯拉迪沃斯托克港。中方派出海军三大舰队的
7艘舰艇、海军陆战队员200人和空军5架预警机、战斗机参演。新华社发

中俄联合军演开始举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

现行货币篮子延至明年

8月 2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北部，一辆在爆炸中损毁的汽车停在遭
袭的安全部门大楼前。据埃及卫生部 20日的最新消息，当天凌晨发生
在开罗北部的爆炸已造成 29人受伤。 新华社发

开罗爆炸致29人受伤

油价逼近每桶40美元

从机车到融资 从技术到服务

中国装备为阿根廷搭建“快车道”

朝韩边界互相炮击
朝鲜炮击或因韩重启扩音器

救援有风险 受助有代价

德国接管希腊14个机场

这是 8月 20日在韩国京畿道涟川郡拍摄的一处韩国军事设施，此次炮击事件就发生
在涟川郡。 均为新华社发

阿根廷拥有数万公
里铁路线，但其中相当一
部分因年久失修而利用
率低下，铁路运输在阿根
廷物流体系中所占比重
仅 8%。为降低物流成本，
激发内陆省份经济活力，
阿政府近年推出了规模
庞大的铁路运输系统更
新计划。在此过程中，中
国铁路装备能力正与这
项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
实现全产业对接。

阿根廷拥有数万公里铁路线，但大部分老化严重，运营管理落后，图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站台。 东方IC供图（资料图片）

韩国国防部 8月 20日证实，朝鲜军
方当天下午在西部边界地区向韩方发
射炮弹，韩方发射数十枚炮弹予以还
击。朝方尚未对韩方说法做出回应。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防部官员的话
报道，根据军方雷达监测，朝方下午 3
时 52分向韩国京畿道涟川郡发射一枚
疑似火箭炮的炮弹，又于 4时 12分发射
了数枚炮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作为回应，韩方下午 5时 4分向
朝方发射源头发射了数十枚口径为
155 毫米的炮弹。朝方尚没有后续反
应。

在监测到朝方开火后，韩国军方和
政府向京畿道涟川郡、坡州以及江华岛
等附近区域居民下达了撤离躲避命令，
并将全军警戒级别调至最高级。韩国
总统府青瓦台下午 6时左右紧急召开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相关应对方案。

韩国媒体分析称，朝鲜炮击疑为针
对韩国近来重启的扩音器装置。不过
韩国军方负责人回应称，“扩音器暂时
没有遭到破坏”。

本月 4日，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
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两名韩国军人重
伤。韩国国防部调查团认为，这是朝方
将地雷埋设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所
致。不过，这一说法遭朝方否认。作为
回应，韩方 10 日宣布重启对朝鲜的广
播喊话。这是时隔 11 年来，朝韩双方
再次打起“广播战”。

朝鲜军方 15日曾警告，如果韩方继
续“反朝心理战术”，使用扩音器对朝喊
话，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炸毁
韩方设在军事分界线地区的扩音系统。

韩国国防部 20 日证实，朝方当天
下午 5时许通过军事热线通报韩方，要
求 48小时内拆除军事分界线地区的所
有反朝扩音器。朝方称，如果韩方继续
这一“严重挑衅”行为，朝方将诉诸“军
事手段”。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过去几年来，朝韩在军事分界线
附近发生交火的事件不在少数，多数
事件与韩美联合军演或者反朝宣传
引起朝方不满有关。不过，交火事件
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比较少见，最为
严重的交火事件是 2010年的延坪岛
事件。

2010年 11月 23日，韩国延坪岛
及附近海域遭炮击，部分炮弹落在延
坪岛上。韩方称，炮弹来自朝鲜境内，
韩国军队进行了回击。而朝方称，韩
方不顾朝方警告，执意在延坪岛一带
举行军事演习，向属于朝鲜领海的延
坪岛附近海域发射数十发炮弹，朝方
由此采取“军事措施”回击。这次事件
造成两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员和两名平
民死亡，十多人受伤。

次年８月，韩方称，一枚朝鲜炮弹
落入“北方界线”附近海域，韩国随后
向“北方界线”朝鲜一侧开炮回应。事
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去年５月，韩方声称，韩军一艘舰
艇在有争议的“北方界线”以南的韩方
海域巡逻时，朝鲜发射了２枚炮弹，落
在巡逻舰附近。巡逻舰没有被击中，
随后向朝方海域发射数枚炮弹予以回
击。不过，朝方否认这一说法，指责韩
方先行开炮。

去年 10月，韩方称，朝方利用高
射机枪向韩国市民团体散发的反朝传
单开火，数枚子弹落入韩国境内，韩国
军方随后用机枪回击。事件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电）

南北“交火”
少有伤亡

■新闻背景

8月 20日，在韩国首尔，人们在一处火车站观看电视报道。

新华社专电 几乎每个晚上，
韩 国 14 岁 少 年 金 诚 振（Kim
Sung-jin）都会坐在电脑前，解决
自 己 的 晚 饭 。 别 以 为 他 是 贪 玩
儿，这个体形瘦削的男孩是在通
过网络摄像头直播自己的进餐过
程。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金诚
振住在首尔南部的祖父母家，直
播地点就是家中的一个小房间。
金诚振从 11岁起开始网络直播吃
饭，起因是祖父母吃饭较早，他总
是一个人吃晚饭，因此希望能有
人陪着一起用餐。如今，金诚振
是韩国网络直播Afreecar TV最年
轻的吃货主播之一，昵称 Patoo。
Afreecar TV 平均每月有 800 万访
客，是韩国年轻人的重要社交渠

道之一。
说起来，金诚振的晚餐也没

什么特别的，通常是比萨饼、炸
鸡或中餐，不过他在直播时会很
好地跟网友聊天互动，在去卫生
间的间隙还会给网友“留作业”。
尽管金诚振的直播时间基本在晚
上 10 点以后，还是有成千上万的
网民会等在电脑前，看他吃饭。
通过这档节目，金诚振成了小网
红，他说，有时走在大街上，还有
人认出他，向他打招呼。他最受
网民欢迎的一期吃饭直播已经挣
了大约 1.1万元人民币。如今，网
络 主 播 已 经 成 为 韩 国 的 新 兴 职
业，顶级人气主播年收入过百万
元人民币。

直播吃饭也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