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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摩托视察公路建设进展——如此
出人意料的举动，来自有“暴走总统”之称
的印尼总统佐科。

佐科日前连续访问了印尼马鲁古、巴
布亚等偏远岛屿，亲自推动重点基建工程
的建设进度。在视察总长 4300公里的“跨

巴布亚公路项目”时，佐科和一些官员骑着
摩托亲自体验已建成的路段，而且还在自
己的摩托头盔上装了摄像头，便于记录沿
途路况等信息，这令国内外媒体颇感新
鲜。“这让我切身体验到工人们在这种艰苦
的条件下施工有多么不易，”佐科视察后发

表感想，“但再不易也要坚持，政府不会
忽略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带的发展，要努
力将这些欠发展的地区发展为让当地人
民、让全印尼人民感到自豪的地方。”

佐科认为，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带加
快发展和互联互通，对印尼经济增长具
有加速效应。例如，毗邻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斯考乌市，其物价比巴布亚新几内
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低很多，要尽快建成
以港口为枢纽的商贸中心，更好地发挥
这一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又如，作为拥有
17000 多个岛屿的群岛国家，印尼需要
更多港口提升全国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
的海运能力，降低岛屿间物流成本并促
进渔业贸易等海洋经济的发展。为此，
佐科特意亲自为北马鲁古省的 3 个新港
口工程奠基，为巴布亚省查雅普拉市的
边境邮局和边贸市场开张剪彩，同时指
示交通部增加较为发达的爪哇岛、苏门
答腊岛同偏远岛屿间的航线。

目前，加大对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带
的投入，已成为印尼全国上下的共识。除
了基建工程、资金等政策优惠，还有一个

重要指标就是公共服务的倾斜，如关于教
育的“智慧卡”项目、关于医疗的“家庭卡”
项目和创业资助项目。国会主席塞特亚表
示，印尼的发展正经历从“爪哇中心”向“全
国均衡”的重要转型，商品、服务、资金、人
才的流动均面临结构性调整。“这将是个系
统工程，国会将全力支持这一事关国民经
济和国家团结的重大变革。”塞特亚说。

此外，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指出，在全国
均衡发展和缩小发展差距问题上，中国经
验值得印尼借鉴，“我多次访问中国的西部
偏远地区，发现那里的发展速度比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还要快，不仅生产和商业很有
活力，社会和人文发展也很繁荣，这方面我
们要多向中国朋友取经和学习，两国人民
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一条互利共赢、和谐发
展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图为地处印尼最北部的北苏拉威西省

新兴港口城市比通的落日美景。印尼政府

希望将该地建设为对接中方“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倡议的一个海上支点。

田 原摄

从“爪哇中心”向“全国均衡”转型——

印尼加大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带发展力度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道：德
国 联 邦 外 贸 与 投 资 署 日 前 正 式 发 布
2016 年外商直接投资报告。报告显示，
中国去年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最多
的国家，在外资中居首位，这已经是中国
连续第三年获此殊荣。2016 年，中国在
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 281 个，比 2014 年
增长 48%（2015 年 260 个，2014 年 190
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281 个项目
中，预计中国企业至少会创造 3900个工

作岗位，这也刷新了中国在德国创造的就
业岗位纪录（2015年为 1170个岗位）。

据 德 国 联 邦 外 贸 与 投 资 署 统 计 ，
2016 年共有 1944 个投资项目落户德国，
均为绿地投资项目或扩建项目，收购与并
购并不在统计内。投资项目数量紧随中国
之后的是美国 （242 个）、瑞士 （194）、
英国 （125） 和荷兰 （105）。超过 40%的
投资项目来自欧盟国家。中国企业投资的
主 要 行 业 为 商 业 服 务 与 金 融 服 务 业

（27%）、 机 械 制 造 与 设 备 业 （11%）、
电 子 与 半 导 体 业 （10%） 以 及 汽 车 业

（10%）。中国企业在德国主要从事的商业
活动是销售与市场支持 （44%）、商业服
务业 （15%）、零售 （13%） 以及制造与
研发 （11%）。

“中国连续 3 年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
数量最多的国家，显示了中国企业对德国
作为投资地的信任。”德国联邦外贸与投
资署总经理彭泽说。

中国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连续三年居首位

对网络安全不可掉以轻心
连 俊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 4 月份新房
开工量年化值为 117.2 万套，低于市场预期的 126 万
套,环比下降 2.6%，大大低于环比上升 3.7%的市场预
期，创 5个月以来新低。

数据显示，美国 4 月份反映未来行业走势的新房
建筑许可证发放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值为 122.9
万套，低于市场预期的 127 万套。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3 月份东北、中西部遭遇了恶劣的暴风雪天气，4 月份
部分地区则有暴雨,影响了新房建设。

美 4 月份新房开工环比下降 2.6%

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据日本内阁府日
前公布的今年一季度 GDP 速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
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5%，折合年利率为 2.2%。连
续 5个季度增长。

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和个人消费增
加。出口增加 2.1%，主要得益于北美和亚洲市场需求
增加，特别是亚洲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需求旺盛，出口连
续 3 个季度增加。个人消费增加 0.4%，主要是相对上
季度因天气原因造成的蔬菜价格上涨导致消费乏力的
反弹，至此消费连续 5个季度增加。

日本 GDP 一季度环比增长 0.5%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际航协日前发布的
最新财务数据调查报告显示，今年 4 月份，全球航空公
司股价环比上涨 2.5%，环比涨幅达到 2015 年 10 月份
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航空公司股价同比上涨 10％。

全球航空公司股价上涨是受到了欧洲地区航空公
司股价大幅攀升的推动。随着欧洲地区贸易环境好
转，欧洲航空公司股价强势上涨 10.4%。亚太地区航
空公司股价在 4 月份小幅上涨了 0.4％；近期亚太航空
货运市场表现强劲，从年初至今，亚太航空公司股价已
上涨 12.7％。相比之下，北美地区航空公司股价自
2017年伊始已下降 1.7％，但同比涨幅超过 23％。

国际航协针对 24 家航空公司的抽样调查显示，
2017 年一季度航空公司息税前净利润与 2016 年一季
度水平（9.6％）相比锐减了一半，降至 4.8％。除欧洲
地区外，其他地区航空公司息税前净利润均出现同比
下滑。其中，参与调查的 4 家亚太航空公司 2017 年一
季度税后净利润为 9700 万美元，税前利润率下滑 3.6
个百分点，降至 2.1%。

各大航空公司面临的成本上升压力说明，经营环
境仍面临诸多挑战。随着收益趋于稳定，利润空间受
到的挤压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缓解。

国际航协最新财务数据调查报告显示

全球航企成本上升股价上扬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5月
18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应邀出席美国
百人会2017年年会颁奖晚宴，围绕“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美双边关系及领导人会晤发表
主旨演讲，强调互联互通对促进世界发展和
推进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崔大使表示，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
代。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人类文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差
距、贫困蔓延、数字鸿沟、环境恶化、极端思
想及全球化挑战等问题令人忧虑。我们似
乎纠结于诸多矛盾之中。这些矛盾的症结
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何处？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借用传统中医
学理论。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医学强调治
本，而不仅仅是治标。当一个人身体不适
的时候，其根源是气血不畅。一旦气血通
畅了，人就会恢复健康。正所谓：痛则不
通，通则不痛。

同理，当世界不能正常运转时，也是由
于某种重要的东西无法疏通所致。当今世
界所缺乏的“气”就是联通，这既包括物理
上的“硬联通”，也包括主观上的“软联
通”。政策不协调、基础设施不联通、思想
偏见和误解等均会导致国家、民族、社群间

的矛盾和隔阂。
崔大使表示，针对当今世界的新形

势，中国提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
“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
共享。它的关键是互联互通。正如气血
流动给人以生机，要实现全世界的普遍
繁荣，就必须做到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倡议为不同国家和人民
间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手
段。它旨在推进“陆、海、空、网”四位一
体的“硬联通”和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
体的“软联通”，实现资金、技术、信息、产
品、产业、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通。
因此，它远远超过建设道路和铁路的范
畴，更包括促进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要把“一带一路”
建设成和平之路、稳定之路、发展之路、繁
荣之路，使各国人民普遍受益。

这种联通意味着开放，因为开放能够
创造机遇。这种联通强调包容，因为包容
能够战胜分裂。这种联通重在寻求共同
点，因为共同点是扩大伙伴关系的基础。
这种联通便利我们的互学互鉴，因为互学
互鉴将使我们都变得更好、更强、更伟大。
这种联通将带来互利共赢，因为只有共赢
才能长久。这种联通是我们走出矛盾困
境，携手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美关系，崔大使强调，当习近平
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行历史性

会晤时，其成果本质上也是促进中美两国
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

通过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建立了最高
层之间的联通。他们相互结识，建立了良
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并通过电话和信
件继续保持着沟通。特朗普总统还将于今
年晚些时候访华。两国元首间的有效沟通
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使双方能够
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确保双边关系在
正确轨道上运行。

为加强中美两国在各领域、各层级的互
联互通，两国元首决定设立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
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这些机
制涵盖了两国合作的诸多领域，有望成为促
进双方在政策、安全、基础设施、贸易、金融、
人文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四大支柱。

中方坚信，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
国人民有利，也将惠及全世界。合作是中
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通过交流促进相
互理解和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今
天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并非永久性、无法克
服的难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关系、
拓展合作的积极办法，通过沟通协商理性、
建设性地处理和解决。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百人会年会颁奖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实现普遍繁荣必须互联互通

2017 年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油气展览日前在塔什干举行。来自乌兹

别克斯坦、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超过 170 家企业

参展。与展会同期举行的还有第 21 届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国际会议，会议

以“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工业未来发展前景”为主题，400 余名行业代表参

会。图为展会现场。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摄

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油气展举行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世界
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2017 年世界卫生
统计》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在健康方面的
开支达到 7万亿美元。

该报告提供了关于全民健康覆盖进
展情况的最新数据。数据表明，自 2000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十项基本卫生服
务覆盖指标有所改善。艾滋病毒治疗率
和防疟蚊帐使用率远高于 2000 年水
平，升幅达到最高。产前护理和环卫条
件稳步改善。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儿
童常规免疫接种率迅速提高，但 2010年
至 2015年期间有所放缓。

报告指出，来自 117 个国家的最新
数据显示，每个国家平均有 9.3%的人将
10%以上家庭预算用于卫生保健，这使
得家庭面临经济困难。

全球每年健康开支达 7 万亿美元

◎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治本，认为一个人身体不适的根源是气血不畅。当世界不
能正常运转时，也是由于某种重要的东西无法疏通所致。当今世界所缺乏的“气”就
是联通，这既包括物理上的“硬联通”，也包括主观上的“软联通”

◎ 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
别对话机制涵盖了中美两国合作的诸多领域，有望成为促进双方在政策、安全、基础设
施、贸易、金融、人文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四大支柱

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黄海顺报道：奥地利联邦统
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奥地利 4 月份的通货
膨胀率为 2.1％，比 3 月份上升了 0.2%。原因是复活
节假期机票价格大规模上涨，出行成本大幅提高。与
去年同期相比，机票价格涨幅高达 28.5％。

数据显示，如果没有昂贵的机票和燃料价格影响，
通货膨胀率将为 1.6％。另外，燃料价格、餐饮服务、住
房支出也在本月价格上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奥地利 4 月份通胀率上升至 2.1％

据新华社旧金山电 （记者马丹）

美国谷歌公司在 17 日举行的年度开发
者大会上发布了一系列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的新产品和服务，体现了谷歌从“移动
优先”转向“人工智能优先”的整体发展
战略。

谷歌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柴在大
会演讲中说，计算正再次发生演变，从

“移动优先”转向“人工智能优先”。谷歌
正在重新考虑其所有产品，以便把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尽可能多地应用到
谷歌业务中，以解决实际问题。谷歌也
在建造人工智能优先的数据中心。

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应用方面，
谷歌宣布将推出基于机器视觉的“谷歌
镜头”功能，可通过手机摄像头识别和分
析用户周围的场景，并把相关信息展示
在手机屏幕上，帮助用户基于这些信息
做出决定。

谷歌开发者大会聚焦人工智能

5月 12日爆发的“Wannacry勒索病毒”大范围蔓延

事件，在上周持续发酵。目前病毒在网络上的传播势

头虽得到控制，但此次事件也提醒人们，对网络安全问

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9 日，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发布

的通报显示，全球近 356.3 万个 IP 地址遭受“永恒之

蓝”SMB 漏洞攻击，其中位于我国境内的 IP 地址数量

接近 12.5 万个。此前，也有外媒报道，全球有 150 个国

家、超过 20万台计算机被感染。

分析指出，在此次病毒爆发传播过程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黑客组织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盗取了用于

网络战的 Windows 攻击工具 EtenalBlue（永恒之蓝）。

病毒攻击方向开始指向各类专有终端，如 ATM 机、收

费站闸机、加油站电脑终端等，其在校园网内部的大面

积爆发更是出人意料。攻击暴露出对终端的安全防护

不够，也暴露出内部网络安全疏漏较大的问题。有专

家指出，这次病毒蔓延可谓“一次准网络战级别的攻

击”。从这些情况看，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和强调仍然需

要不断加强。未来，在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

领域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尤其需要高度重视。

当前，利用这一病毒发动的网络攻击危险仍未解

除。据新华社报道，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16 日宣

称，将从 6 月份开始披露更多窃取自美国国家安全局

的黑客工具。这一威胁一旦变为现实，网络武器被“民

用化”将给全球互联网安全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当

今世界，网络安全的威胁来源和攻击手段不断变化，

“那种依靠装几个安全设备和安全软件就想永保安全

的想法已不合时宜，需要树立动态、综合的防护理

念”。这次勒索病毒的蔓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