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4

月，奥巴马

和劳尔·卡斯特

罗在第七届美洲

国家首脑会议开

幕仪式前碰面，

握手寒暄。随后，

两 位 领 导 人 会

晤。 这是近半个

世纪以来， 美古

两国领导人首次

正式会晤。

美国国务院

5

月 底 宣 布 将

古巴从 “支持

恐 怖 主 义 国

家 ”黑名单中

去除 ，为美古

两 国 恢 复 外

交 关 系 扫 除

了 一 个 主 要

障碍。

看

看

大

股

东

美国和古巴关系破冰， 今年2

月， 政府开始允许进出口商品和服

务。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网络上也出

现了古巴式外包服务： 软件开发人

员、网页设计师、会计师和翻译把自

己的技术卖给美国等国客户。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父母的狭小

房子里，尤达内尔·古铁雷斯用一台

安装着盗版软件的破旧电脑编写应

用软件和创建网站。那里没有联网，

他需要租用朋友的网络来把自己的

工作成果发向远方。

“这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27岁的古铁雷斯说。 美国人可以聘

用古巴人， 或者购买他们提供的商

品，只要他们身处私营领域，而不是

为国家工作。去年12月，奥巴马总统

宣布开启与古巴交往的新时代，在

那之后， 美国商界高管纷纷涌至哈

瓦那，。

当然， 美国仍然在对古巴实施

禁运。 美国禁止出口商提供信贷给

古巴客户， 而且在美国人可以自由

投资古巴之前， 还有很多其他限制

条款需要解除。但一些专家说，在奥

巴马的新政策下， 古巴微小的外包

行业现在可以接纳美国客户了。

约翰·麦金太尔曾在美国投资

银行工作， 目前是为古巴创业者提

供培训的非营利机构古巴承诺基金

会的主席。 他说， 在美国新的规定

下， 最有可能繁荣发展的领域是计

算机编程。

在哈瓦那附近的信息科学大学

或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高等

技术学院， 有很多人兼职当自由程

序员，利用学校的宽带传输文件。其

他人在黑市上购买拨号连接， 大约

每月200美元，或按时段租用大酒店

的无线连接。在哈瓦那市中心，哈瓦

那自由饭店烟雾缭绕的大厅被一些

古巴人当作办公室，他们写软件、开

发应用、解锁或修复手机。

欧奎尔·兰斯能说一口流利的

俄语， 在哈瓦那的一家西班牙旅游

公司工作，同时做着笔译兼职工作。

他称自己翻译文学批评和历史书籍

的收费是每页5美元到10美元。他

说， 翻译一页有时候会花费一整天

的时间， 但比公务员每月平均20美

元的工资强多了。

（综合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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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印尼军机坠毁 追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格里·

赖斯6月30日发布声明表示：“我确认

IMF今日没有收到来自希腊的还款。

我们已经通知了行政董事会，希腊目

前处于债务违约状态，只有在清除违

约情况后才能再次获得 IMF的融

资。”赖斯称，希腊在当天稍早时候已

请求延期还款，他们将“适时”予以

考虑。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

首次遭遇发达经济体违约，希腊由此

加入津巴布韦、苏丹和古巴等违约国

行列。

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

CO”等多家媒体确认，希腊总理齐普

拉斯在6月30日早些时候致信欧元区

最高领导层，提出新援助方案，但遭

到国际债权人的断然拒绝。《金融时

报》 获得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6月30

日深夜寄出的信件， 信件内容显示，

希腊将接受西方“三驾马车”提出的

所有援助条件， 以换取新一轮的291

亿欧元贷款。然而，国际债权人普遍

认为希腊的改变来得太迟且缺乏诚

意。“在希腊按照既定计划举行全民

公投之前，我们不会同希腊政府就任

何新提案进行谈判。” 德国总理默克

尔的立场尤为坚定。

眼下， 希腊债务危机正对全球经

济形成威胁。但是从柏林到布鲁塞尔，

到华盛顿，再到雅典，有一个问题占据

了关于希腊的所有讨论： 齐普拉斯到

底在玩什么游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齐普拉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加

剧了危机，一旦谈判回到正轨，他手上

就有了更多的筹码。 分析人士猜测齐

普拉斯通过举行公投来拯救他的政

党，这样把选择权交给选民，可以为左

翼联盟在违背了不签署此类协议的竞

选承诺之后开脱。还有人称，总理正在

试图引导希腊脱离欧元区。

希腊债务协议迟迟难以达

成，欧盟快要吵开锅，大洋彼岸的

美国却“静悄悄”。不过，俄罗斯

“卫星”新闻通讯社爆料，美国多

地不乏希腊式困境， 养老金亏空

严重，潜在危机不容忽视。

“卫星”通讯社1日援引养老

研究中心数据报道， 美国50个州

和地方养老计划存在不小状况，

平均产权比率为74%，即养老金每

应支付一美元， 其实际资产只有

74美分。

美国金融观察网站 “市场观

察”说，芝加哥市的6个养老金计

划实际只有40%的资金支持，新泽

西的养老金计划只有51.5%的资金

支持， 美国海外领地波多黎各最

惨，其养老金只有3%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养

老成本会日益增加， 养老金压力

将随之增大。依据多州法律，公共

养老金受到保护， 破产法也会向

地方政府倾斜。 养老金短缺通常

的结果是，相应债券缩水，持有人

“倒霉”。

不过， 城市破产不乏先例。

2013年7月，美国“汽车之都”底

特律市根据美国破产法第九章条

例申请破产保护， 成为美国有史

以来申请破产的最大城市。 除底

特律，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列霍、斯

托克顿和圣贝纳迪诺等已经因支

付不起高额的养老金宣布破产。

作为美国海外领地， 波多黎

各已经处于破产边缘。 波多黎各

总督6月底表示， 无力偿还高达

720亿美元债务。如果波多黎各经

济崩盘， 美国佛罗里达州将首当

其冲。 佛罗里达州是全美最大的

波多黎各出口地。

媒体称， 为避免连锁反应放

大负面影响， 美国可能允许波多

黎各这样的海外领地寻求破产保

护。 佛罗里达州破产诉讼检察官

查尔斯·塔特巴姆说：“我们希望

能够这样（破产），否则会造成金

融混乱，比希腊影响更为严重。”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参考消息

为应对快速提款需求，美国

人把创纪录的将近5万亿美元现

金存入货币市场存款账户。 一名

金融分析师戏谑，这是“把钱藏在

床垫下面”的现代版。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截

至3月31日的数据显示， 货币市

场存款账户吸收的储户存款达

4.9万亿美元， 相当于所有国内储

蓄的46%。

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兼具活期

储蓄流动性功能和货币市场收

益，可支付较高的浮动利率，可使

用支票，有最低存款余额门槛。其

中，利率高于普通存款账户，是它

吸引大量储户的主要优势。

据美国银行利率网站最新数

据，全美最低余额为1万美元的货

币市场存款账户， 其平均利率为

0.49%，而普通存款账户平均利率

为0.38%。

美国多米尼加大学前金融分

析教授丹·格兰说，自2007年12月

美国经济衰退开始， 一些工薪族

开始把钱转移至流动性较高的账

户，例如支票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美国《匹兹堡新闻邮报》7月

1日援引格兰的话说， 自那时起，

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储蓄额增加2.3

万亿美元。与之对比，普通存款账

户储蓄额增加1.4万亿美元， 支票

账户增加1万亿美元。

他说， 当人们对财务状况

的不确定性增加，“通常会把钱

藏在床垫下面， 那是最安全的

地方，因为他们睡在上面。如果

有人试图把钱拿走， 他们能感

觉到”。

受希腊债务危机的拖累，全球

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全世界最

富有的400人总共损失700亿美元。

据美国媒体1日报道， 彭博

亿万富豪指数显示， 本周一，全

球最富有的400人平均每人损失

1.75亿美元。 他们当天平均缩水

幅度为1.5%， 损失总值700亿美

元，超过了福特汽车或者21世纪

福克斯的总市值。 在美国股市，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个百分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个百分

点；在欧洲股市，欧洲斯托克50

指数重挫4.2%；中国深成指更是

暴跌逾6个百分点。

而在身家缩水的顶级富豪

中，西班牙服装业巨头阿曼西奥·

奥尔特加的损失最为惨重， 他周

一一天损失22亿美元， 所持股票

市值下跌3.2%。 奥尔特加持有全

球最大服装零售企业 Inditex59%

的股票， 他是欧洲首富， 同时以

692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全球富豪

排行榜第2位。

全球第三大富豪、 美国股神

沃伦·巴菲特周一也没能幸免于

难，当天他损失了16亿美元。世界

首富比尔·盖茨的身家缩水1.7%，

所持股票市值蒸发14亿美元。

不过， 这400人中有12人持有

的股票市值不降反升。尼日利亚水

泥大亨阿里科·丹格特就是这12名

幸运者中的一员，他持股的“丹格

特水泥” 的市值增长2.35个百分

点，其个人身家也增加了1800万美

元至153亿美元。

（中国日报）

中方欢迎

古美正常化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欢迎和支持

古巴和美国双方

推进关系正常化。

华春莹说，古美恢

复外交关系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共同利益。希望

美方尽早全面取

消对古巴的封锁

和制裁政策，在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

原则基础上同古

巴发展正常的国

家间关系。

（新华社）

埃博拉在利比里亚

卷土重来？

利比里亚卫生部门官员6月30

日证实， 一名利比里亚青年感染埃

博拉病毒后身亡。 这是这一西非国

家自5月9日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后

出现的首例新病例。 利比里亚政府

目前已启动应急机制， 着手追踪这

名死者的密切接触者。

利比里亚卫生部副部长托尔伯

特·涅恩斯瓦说，这名17岁的患者来

自马吉比郡， 去世前被确诊感染埃

博拉病毒。 他没有透露这名死者的

更多信息， 只说医学专家正着手追

踪并隔离所有与死者有过密切接触

的人。 涅恩斯瓦同时呼吁利比里亚

民众保持冷静。

“（大家）没必要恐慌。死者遗

体已经被掩埋， 追踪机制已经启

动，” 他说，“我们正在调查这例新

病例的传播源头。 我们呼吁所有利

比里亚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利比里亚

的外国人继续做好预防工作。”世

卫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6月

21日的一周内， 几内亚和塞拉利昂

分别报告12例和8例新增确诊病例，

数量有所下降。

（新华社）

当地时间6月30日正午时分左

右 ， 印度尼西亚空军一架美制

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位于棉

兰市的一座空军基地起飞后两分

钟，在离基地约五公里处坠毁。机上

搭载113人， 包括101名乘客和12名

机组人员。 印度尼西亚警方7月1日

说， 这一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

升至141人。 预计机上113人恐无一

人生还。

棉兰有340万人口，是印尼第三大

城市，仅次于雅加达和泗水。美国福

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立即赶来的救

援队用重型机械对机身残骸进行移

动清理， 但是目前尚不确定最终的

死难者人数。

这次事故之后， 政府将对空军

飞机的使用年限进行重新评估。民

航专家格里说，此前，因为美国对印

尼禁售空军飞机， 所以当地不少空

军飞机在低空飞行时常出现问题，

并影响了他们的飞行安全记录，不

过， 这种情况随着美国的禁售限制

取消已经有了改观。

报道称， 印尼的航空安全记录

确实有些问题，而且由于资金短缺，

印尼的空军近年来也遭受了一连串

的事故。2007年到2009年，欧盟甚至

因为安全顾虑， 一度禁止印尼的航

班飞往欧洲。 而2000年以来，包括

这次在内，印尼军方已经先后失去4

架C-130 (或同型机种)， 占总数的

1/3，严重打击后勤运输能力。前日

空难发生后， 军方已下令余下8架

C-130停飞。

印尼航空安全专家阿尔文·列

分析， 军机失事可能由多重因素导

致，包括机械、电子、液压、燃料等设

备发生故障， 甚至可能与附近锡纳

朋火山近期喷出的火山灰在空中积

聚，进而导致军机引擎受损有关。他

否认军机失事牵涉恐怖主义， 因为

“军机登机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

审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 失事军机生

产于1964年，服役时间已超过50年，

年久失修或许是军机失事的原因。

谈及坠机事故时透露，坠机前，飞行

员发现军机存在故障， 曾同塔台通

话要求返航。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印尼

空军共计接受了 50多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其中大部分是

美国、 澳大利亚赠予的退役二手

军机。C-130运输机是印尼空军唯

一有能力输送兵员和重武器的机

种， 加之印尼幅员辽阔，C-130运

输机凭借其出色性能在印尼备受

青睐。

然而，C-130运输机在印尼的

航空安全记录却令人堪忧。2009年5

月 20日， 一架服役超过 40年的

C-130运输机在东爪哇省坠毁，造

成96人丧生。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一

周之前， 另一架C-130运输机在巴

布亚机场也因起落架脱落， 冲出跑

道撞毁民房，造成4人受伤。

面对印尼舆论对于C-130安全

性的质疑，时任防长尤沃诺·苏达索

诺承认， 印尼军方用于设备维护的

支出仅占军费预算的10%， 远低于

理想状态下的20%至25%。

（法制晚报）

美国官员6月30日说，美国和古巴已就重

开使馆达成协议。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定

于当地时间7月1日11时发表讲话， 正式宣布

这一消息。

法新社援引没有公开姓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我们明天（7月1日）将正式宣布，美

国和古巴已就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达成协议，

将在双方首都互开大使馆。” 奥巴马的讲话

地点定在白宫玫瑰园， 这将是他任内宣布的

最重要外交政策之一。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 美国于1961年

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随后关闭使馆。次年，

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易

禁运。迄今，美古外交交流通过各自在对方的

利益代表处， 所谓利益代表处名义上隶属于

两国境内的瑞士使馆。

法新社报道， 美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

利益代表处主管杰弗里·德劳伦蒂斯预计1日

向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转达奥巴马在

重开使馆问题上立场。

法新社报道，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

国人认可奥巴马在促进美古双边关系上所作

努力。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对美古关系正常化

表示欢迎。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说，美古

关系正常化是在消除冷战印记， 美国和整个

拉美地区的关系更进一步。

然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杰布·布什表

示，反对美国在古巴重开使馆，称此举有违

美国“民主”理念。而即便重开使馆，美国

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仍未解除。

（新华社）

互设大使馆 美国古巴尝试握手

即便重开使馆，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仍未解除

141人确认死亡

买股票,胆小

守工作,怕被炒

看看世界经济？

他们，不好。

比尔·盖茨 巴菲特都亏了

黑色星期一致全球前400富豪损失700亿美元

IMF史上首个

违约发达国家

希腊！

美国人爱上

货币市场存款账户

美国多地陷“希腊式”困境

6月30日的最后期限已过， 希腊

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按

时偿还债务， 致使该国成为IMF史上

首个发生债务违约的发达经济体。

古巴电脑人才 上网找美国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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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17

日 ，

奥巴马与劳尔·

卡斯特罗分别发

表讲话， 宣布将

就美古复交展开

磋商， 结束长达

50

多年的敌对状

态。美古今年

1

月

以来已就复交和

重开大使馆事宜

举行四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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