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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民民还还没没到到，，自自己己先先乱乱套套
荷兰爆发反难民暴力示威，欧洲民意分裂加剧

安倍力挺中国经济

称其仍在稳健增长

本报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前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和英
国《金融时报》的联合采访时，被认
为做出了“力挺”中国经济的表态。
安倍在采访中谈及中国经济时认
为，中国经济的动向会影响很多国
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股市的波动
幅度虽然很大，但中国经济基本还
在以稳健的步调增长，并非所谓的

“陷入了危机”。
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18日报

道，在采访中提及中国经济时，安倍
称：“人民币和中国股市虽然波动幅
度巨大，但基本上力争以稳健的速度
实现经济增长。”此外他还表示，“(中
国)一直在为提高透明性、遵守国际
经济规则而努力。”对中国经济改革
的继续表达了期待感。

《日经新闻》透露，安倍在采访
中还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
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的
关系也在加深。其间，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等，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中
国经济已经无法脱离国际经济，中国
按照国际经济规则行事非常重要，中
国自身也需要回应这种期待。重要的
是中国认识到这种期待，不让问题严
重化。 据环球网

不贪不腐

才可进越共中央

据新华社河内１月１９日电 越
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组织服务小组组长黎鸿英日前在
河内表示，越共十二大的文件以及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标准都
将强调反腐。

黎鸿英在接受越通社采访时
指出，越共十二大文件草案在党建
和政治系统建设领域上强调，要建
设廉洁强大的越南共产党，提高党
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

黎鸿英表示，越共十二大选出
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应符合
三大标准，除了有爱国主义精神和
坚强的政治定力，具有领导和创新
能力外，重要的一点是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工作作风，赢得干部、党
员和群众的信赖。自己不贪不腐、
不搞官僚主义或机会主义、不追求
私利，并坚决与官僚主义、腐败等
现象作斗争，不允许亲属利用自己
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有意识地
维护党内团结一致，率先执行党的
分工及组织纪律原则，特别是民主
集中制原则、自我批评和批评原
则，在干部评估和任用工作中公
正、公平。

越共十二大将于１月２０至２８日
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届时将选出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为
２００人，其中正式委员１８０人，候补
委员２０人。

本报讯 综合外媒报道，德
国科隆跨年夜庆祝活动期间发生
集体性骚扰案件，警方18日表示
已拘捕一名涉案的阿尔及利亚难
民，这是与震惊德国的一连串性
犯罪直接相关的首个逮捕行动。
另据调查人员透露，目前接到了
766起报案，其中近500起是因为
性犯罪。

科隆最高检察官1月18日表
示，一名26岁的阿尔及利亚人被
指控对一名受害者进行了性骚
扰，还偷了一部手机。该男子于16

日与另外一名据调查仅偷手机、
没有进行性骚扰的阿尔及利亚人
一起被捕。这两人在被捕前都住
在北威州克尔彭的难民营。目前，
被指控进行性骚扰的嫌犯还没有
做出表态。警方此前已逮捕另 7

人，但嫌犯均与偷窃和抢劫有关。
法新社报道称，默克尔领导

的基民党18日宣布，要将突尼斯，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列入“安全
国家”行列。来自被列入“安全国
家”的难民申请者被接受的希望
大大降低，柏林希望通过此举减
少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人数。

据中国日报等

当地时间1月18日，在示威集会现场，一名年仅六岁的孩子手举“难民营？不！”的标语牌参加示威集会。 东方IC供图

一份报告警告，随着第四
次工业革命到来，超过５００万
人面临失业。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全球许多年轻人认为技术
发展速度太快，自己的饭碗可
能被机器抢走。

世界经济论坛在２０１６年
年会召开前夕，于１８日发表报
告，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
今后５年改变商业模式和劳动
力市场，导致“１５个主要发达
和新型经济体净损失超过５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一
系列科技进步为代表，比如移
动互联网和云技术、大数据、新
能源、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

报告预测，新一轮工业革
命将创造２１０万个新工作岗
位，主要领域包括计算机工程、
数学。但是，７１０万个工作岗位
将消失，其中办公室白领和管
理岗位受冲击最大。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
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一篇
文章中说，与前三次工业革命
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在速度、
广度和深度上都独具特点。他
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而
不是线性速度发展，而且几乎
冲击所有国家的每一个工业部
门。这些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预
示着生产、管理、治理体系的彻
底转变”。

同一天发布的一项最新调
查结果显示，全球大约四成年
轻人认为，今后１０年内，机器
将胜任他们所作的工作；发达
经济体的年轻人对就业前途更
为忧虑。

这项调查由印度软件业巨
头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委托英国
独立通信与市场咨询公司所
做，在澳大利亚、巴西、英国、中
国、法国、德国、印度、美国和南
非调查总计近９０００名１６岁至
２５岁的青年。

近８０％的调查对象表示，
技术进步速度太快，所以必须
不断学习学校中没有教授的新
知识，以保持竞争力。

近三分之二的人对自己的
工作前途表示乐观。不过，发展
中经济体的年轻人远比发达经
济体中的同龄人更加乐观，后
者中近半数人认为自己接受的
教育不足以胜任工作。在印度，
６０％的调查对象对自己的职
业技能有信心；而在法国，比例
降至２５％。

印孚瑟斯公司首席执行官
维沙尔·西卡说，工业技术发展
突飞猛进，但是教育体制仍停
留在“３００年前的农耕社会”。
因而，“我们必须告别过去，教
育重点需要从学习已知知识转
到探索未知事物”。

据新华社

去年济州岛

“丢了”四千多游客

据《韩国时报》1月18日报道，
韩国济州岛对多国游客推行免签
政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同
时，也不断爆出游客“失踪”事件，
诱发当局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担忧。

2015年，有4300多名游客在抵
达济州岛之后“失踪”。有人担心，
他们可能逾期非法滞留济州岛，甚
至潜入韩国本土，寻求工作机会。
全世界除了11个国家之外，所有国
家民众均可免签进入济州岛，可以
合法停留最多30天。

在最近的一起游客“失踪”案
例当中，155名越南游客跟随一个
为期六天的旅行团，于2016年1月
1 2日抵达济州岛，随后 5 6人“失
踪”。

韩国当局表示，将会加强机场
和港口等地的安保力量，防止济州
岛游客非法进入韩国本土。与此同
时，韩国还会加大对非法劳工中介
的打击力度。值得注意的是，不少
从事此类中介工作的都是中国人。

据中国日报

新新工工业业革革命命到到来来，，550000万万人人要要下下岗岗
预测称机器将与人抢工作，办公室白领最受威胁

科隆性侵
首名嫌犯被捕
已有近800起报案

荷兰媒体１８日报道，中部小镇海斯一场针对外国难民的集会当天演变成暴力示威，迫使当局
出动警力，强行驱散约１０００名示威者。随着德国科隆市新年跨年夜大规模性侵案发酵，包括荷兰
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在看待难民问题上民意显现分裂，极右翼势力获得越来越多支持。

连发暴力反对示威
事件焦点围绕当地准备

安置外国难民的一处避难中
心。根据计划，海斯镇政府定
于当晚８时在市政厅召开公
众咨询会，讨论未来１０年在
这个小镇内安置５００名难民
的计划。

当地人在社交网站“脸
书”发起一项名为“抗议海斯
难民中心”的倡议，呼吁民众
晚７时在市政厅门前集会。这
项倡议获得超过３０００人次

“点赞”支持。
全荷通讯社报道，公

众咨询会举行前，集会活

动呈现暴力势头，数十名
示威者开始冲击市政厅，
咨询会因而取消，有关人
员全部撤离。不久其他示
威者向这一政府办公地投
掷烟火和鸡蛋。

海斯镇镇长玛丽克·莫
尔曼在镇政府官网上发表声
明称，一场集会活动“失控”
后，镇政府“已经赋予警方额
外权力”予以应对。

暴力示威当天深夜得以
平息。报道没有说明警方在
驱散示威者过程中逮捕了多
少人，也没有说明是否有人

员受伤。
过去一个多月来，荷

兰已经发生多起针对外国
难民的暴力示威活动。上
月，海尔德马尔森镇爆发
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安置
大约１５００名难民的计划，
警方不得不鸣枪示警驱散
示威者。此外，荷兰多地还
爆发数起不满当局移民政
策的暴力活动。

据荷兰官方统计，截至
去年１１月中旬，荷兰当年接
纳的外国难民人数已达５.４
万人，创下历史纪录。

男难民是“性炸弹”？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新

年跨年夜发生上百起针对
女性的性侵和抢劫案件，大
约１０００名肇事者被目击者
描述为“长相像阿拉伯人和
北非人”。此后，欧洲国家反
对难民涌入的呼声愈发高
涨，在难民问题上的矛盾开
始尖锐化，一些右翼政治势
力也凭借排外立场获得越
来越多的支持。

海斯镇示威活动发生
前数小时，荷兰极右翼的

自由进步党海尔特·维尔
德斯就难民问题发布一段
视频讲话，将阿拉伯和北
非难民涉嫌犯下的大规模
性侵比作“性恐怖主义”，
再次呼吁荷兰当局对这些
人所属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关闭边境”，不再接纳其
难民。

“只要这些措施没有实
施，我们国家的女性都面临
着这些性炸弹的威胁，”维
尔德斯说，“我建议，我们应

在难民中心将那些男性难
民关押起来。”

法新社报道，维尔德斯
及其所属的自由进步党虽
然多次发表争议言论，但民
众支持率却不降反升。最新
民调显示，如果荷兰立即举
行议会选举，自由进步党将
获得１５０个下院议席中的３６
个，远高于眼下掌握的１２
席，成为下院第一大党，获
得组阁主动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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