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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和特朗普在美国时间26
日展开首场电视直播辩论。分析人士
指出，在首次同台正面交锋中，希拉
里和特朗普的表现很可能影响大批
独立选民的选择，首场电视辩论有可
能成为“改变选情的事件”。

这一战·险
特朗普支持率
已追平希拉里

总统竞选辩论共将举行三场，首
场辩论定于美东部时间 26 日晚 9：

00～10：30（北京时间 27 日上午 9：
00～10：30）在纽约长岛霍夫斯特拉大
学举行，美国主要电视台和有线电视
网都会直播，预计持续一个半小时。

专业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这场辩
论可能会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预计收
视人数超过8000万甚至1亿，盖过1980
年时任总统吉米·卡特与挑战者罗纳
德·里根辩论时的观众数。不过，鉴于希
拉里和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
迎的一对候选人，许多选民怀着“吃瓜
群众”的心态观看这场辩论。

美国麦克拉奇报业和马里斯特
舆情调研所23日发表的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两人的人气仍然低迷，对希
拉里和特朗普持正面看法的选民分
别只有40%和37%。

选战打了超过一年，许多选民仍
不清楚两人的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日发表的
民调结果，偏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
民中，分别有58%和30%的人表示，对
特朗普的理念了解颇多；就希拉里而
言，结果稍好，分别为46%和54%。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26日早
些时候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50%的人认为，这场及今后两场辩论
将帮助他们决定投谁的票；39%的人

则说，这些辩论对他们
的选择没有影响。不少
选民表示，这次选举不
是看谁更好，而是看谁
比较不差。一些选民干
脆放弃投票。

对特朗普阵营而言，
辩论前的一个好消息是，
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
率已经追平希拉里。

这一战·难
要在辩论现场
戳对方的痛处

辩论前一天，希拉里
和特朗普的竞选助手纷

纷在媒体亮相，开打心理战，表示要
在辩论现场继续戳对方的痛处。

先前选战中，希拉里团队一直强
调，特朗普缺乏从政经验、处理国家
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担任领导人所需
的性格；而特朗普团队则抓住“邮件
门”和克林顿基金会涉嫌利益冲突等
事件，向选民传达希拉里“不老实”的
信息。

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凯莉安娜·康
韦也接受《本周》节目采访，说道：“美
国人民都知道，希拉里拿事实当儿
戏。我肯定，明天晚上我们会看得清
清楚楚。”

美国媒体报道，希拉里数日来在
家中积极备战，重点研究特朗普的心
理资料，准备在辩论中引他发飙失
控，从而向选民显示他不适合当总
统。希拉里的一名助手甚至扮成特朗
普，与她进行“实战演习”。

双方阵营还试图从辩论规则层
面使对方出丑。希拉里阵营表示，他们
担心主持辩论的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
莱斯特·霍尔特会向特朗普提出简单
易答的问题，而把难题抛给希拉里。

但值得庆幸的是，希拉里将会
避免一次尴尬场面，因为特朗普阵
营说，不会邀请希拉里的丈夫、前
总统克林顿的昔日出轨对象珍妮
弗·弗劳尔斯前往辩论现场并坐在
第一排。 （新华社、新京报）

俄罗斯冰激凌出口至中国最大的瓶
颈，在于其需要冷链运输，因此进口口岸
必须要有冷库储存。这一制约俄罗斯低
温食品的进口瓶颈，已经被打破。去年，
绥芬河建立起大型的冷链运输物流公
司，冷库面积达3000平方米，年冷冻周转
能力为 50000 吨，速冻库日速冻能力 12
吨，很好地满足了冰激凌的进出库及冷
链物流周转。

“冰激凌在行话中被称为‘飘货’，”
绥芬河从事冷链物流行业的销售负责人
陈超远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顾名思义，飘
货的意思就是“重量轻，体积大”。陈超远
称，就他个人的观察而言，俄罗斯冰激凌
是从今年开始火的。

毫无疑问，夏季是俄罗斯冰激凌销

售最为火爆的季节。而有趣的是，俄罗斯
冰激凌因为口味独特，即便在隆冬季节，
仍有不少消费者愿意尝鲜。“到今年国
庆，即便11月份，估计还会很火。”

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冰激凌兴趣的
增长，不仅使陈超远所在的冷链物流行
业增加了利润，更带动了整个冷链产业
的发展。陈超远称，绥芬河目前有8个左
右的冷库，但每个冷库的仓储条件都不
尽相同。“我们的冷库面积仍在扩建，10
月中旬将会全面投入使用，届时我们公
司冷库的面积将达到5000多平方米。”

据陈超远称，其所在公司所发售的
俄罗斯冰激凌最远被运至上海及浙江等
地，因冷链运输成本较高，还未曾向四川
发过货。

希拉里与特朗普今日首辩：
来啊！相互伤害啊

时间
今日9：00～10：30
总统竞选辩论共将举行

三场，首场辩论定于美东部
时间26日晚9：00～10：30
（北京时间27日上午9：00～
10：30）在纽约长岛霍夫斯特
拉大学举行，美国主要电视
台和有线电视网都会直播。

议题
政治·经济·安全

总统辩论委员会日前
宣布暂定三个议题，依次为
“美国方向”“成就繁荣”和
“保障美国安全”。从首场电
视辩论的话题设计来看，三
个议题分别锁定政治、经济
和安全三大焦点领域。

5.8级地震后10多天
韩国人还在抢购防灾品

9 月12 日，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
发生了5.8级地震。虽然震级并不大，
却是韩国地震观测史上最高纪录。由
于余震不断，给韩国民众造成了巨大
的心理阴影。人们不仅纷纷抢购防灾
用品，还下载地震预警软件。

据悉，这次地震并没有造成很大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绝大部分
韩国媒体纷纷用“强震”一词来称呼这
次地震，并在韩国民众中引发了恐慌
情绪。《朝鲜日报》25日发表评论文章
称“把5.8级地震称为强震是无知的表
现”。该评论称“通常用规模和震级来
表现地震的威力。里氏6～7级地震才
被定义为‘强震’，超过这个标准的则
被定义为‘大地震’或‘特大地震’。9
月 12 日发生在庆州的 5.8 级地震，只
能算‘中震’。”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由于余
震不断，韩国民众对地震的恐惧丝毫
没有减少。9月21日当天庆州再次发
生十多次3 级左右的余震，当地有关
部门的咨询电话被打爆。当地药店的
精神安定剂、安眠药的销量也暴涨，当
地一家药店的相关人士透露：“最近清
心丸（保护心脏的中成药）的销量比平
时增长了大约10倍。”

此外，对于地震的恐惧还蔓延到
了庆州以外的地区。据《朝鲜日报》报
道，庆州余震不断，很多市民为了以防
万一开始在网上购买防灾用品。韩国
某大型网络购物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12 日～19 日期间，防毒面具、安全
帽、家庭发电机等销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37%。此外，矿泉水和方便面等应
急食品的订单也较往年增加了70%左
右。还有不少人专门要求订购日本生
产的防灾19件套。虽然这个19件套只
有 40 升大小，但是里面包含了雨衣、
收音机、防灾头巾等19种灾害发生时
的应急装备。对于个人而言，非常方
便，因此很受欢迎。”

《朝鲜日报》还报道称，一些市民
不相信韩国政府的地震预警，甚至在
自己的手机上下载日本开发的地震速
报APP。（成都商报记者 罗天 编译）

❹ 随着出
口量剧增，
俄罗斯冰
激凌全面
挺进中国
市场 俄罗斯冰激凌受欢迎，

除了用料、质量和口感等原
因外，在谢金勇看来，还和俄
罗斯卢布的贬值，以及中俄
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
存在关联。陈超远则分析认
为，近两年的积累让更多
国人了解并尝到了俄罗斯
的冰激凌，但此前由于运
输和仓储等硬件条件的限
制，以及品牌经营理念的滞
后，俄罗斯冰激凌一直没有
走向纵深。

“俄罗斯的海象雪糕成
功打入中国市场，让更多人
首次品尝到俄罗斯冰激凌的
味道。由于汇率较低，其在中
国的价格适中，很多人都消
费得起。自身的口感，以及微
商等销售力量，都使得海象
雪糕成为俄罗斯冰激凌打入
中国市场的一个爆破点。”陈
超远说，普京总统的广告效
应，更是让中国人都知道了
俄罗斯冰激凌。在他看来，俄
罗斯冰激凌在华已经走过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阶段，
他认为从2017年开始，俄罗
斯冰激凌必将火遍中国。

俄罗斯冰激凌向中国市
场出口量的急剧增加，也拉
动了俄罗斯冰激凌产业的迅
猛发展。俄罗斯卫星网援引
农业和食品部门的数据称，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冰激凌产
量近两年逐年翻倍，2015年
共生产超过4000吨冰激凌，
相比2014年增长了101.5%，
而今年的产量与 2015 年相
比也提高了一倍。

除了东北部城市以外，
俄罗斯冰激凌企业也将发展
的目光放在了中国的西南
部。安德烈便是其中一名代
表。在参加哈尔滨绿博会期
间，作为俄罗斯冰激凌展销
方负责人，安德烈介绍称，

“只要解决了物流的问题，我
们的业务就更有优势，下一
步，我们打算把冰激凌卖到
中国的四川去，那里人口众
多，一定会有不错的市场。”

““冰激凌外交冰激凌外交””
湖北越狱罪犯
逃跑路线已锁定

据央视新闻9月25日报道，湖北
一罪犯雷某因肾病转诊汉阳医院，接
受手术后，24 日凌晨从医院脱逃。雷
某现年45岁，湖北赤壁人，中等体型，
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余刑3年7个月。目前，武汉警方已经
锁定其逃跑路线，湖北警方正全力抓
捕。据记者了解，雷某在服刑期间获得
多次表扬并曾减刑11个月，其此次越
狱原因尚不可知。

9月19日，该罪犯雷军转诊汉阳医
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9月24日凌晨1
时30分左右，从医院脱逃。据《武汉日
报》报道，武汉警方连夜调看城市监控
录像，已锁定雷军逃跑路线。雷军脱逃
后，乘一辆出租车向武昌方向逃走，到
达武昌火车站对面航海饭店附近消失。

据报道，雷军的病房属“私人订
制”。除了铁窗，病房内只有他和狱警。
25 日上午，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病房
的玻璃、铁窗和大门门把手均完好无
损。隔着房门，可以看到病房内已经住
进了新患者，室内玻璃和金属质栏杆
未发现破坏痕迹，病房门把手完好。后
入住的患者表示，对于雷军从此病房
脱逃的情况并不知情。

据报道，雷军并非初犯，2007年，
他曾因盗窃案被网上追逃，此后2009
年再次涉嫌合同诈骗被追逃，2010年
初被警方控制；在狱中，雷军曾在2011
年4月18日因私藏手机被禁闭15天，
同年5月4日，因禁闭转集训三个月。

公开司法文书显示，2016 年 5 月
30日，执行机关湖北省蔡甸监狱为雷
军提出提请减刑建议书，报送武汉市
中级法院审理。湖北省蔡甸监狱提出，
罪犯雷军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
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
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建议人民法院予以减刑。

经审理查明，罪犯雷军在服刑期间，
确有悔改表现，并获得五次季度表扬，二
次季度记功。武汉市中级法院认为，罪犯
雷军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服法，遵守监
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学习，
完成生产任务，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
减刑。所以将罪犯雷军的刑罚减去有期
徒刑11个月。刑期自2010年3月26日起
至2020年4月25日止。

据《东方早报》报道，一名居民表
示，雷军早年曾当过兵，“因为吃不了
苦，他从部队逃跑了，后来因为当‘逃
兵’被部队遣送回家了。没想到这次在
监狱，他又逃了。”

越狱的罪犯或嫌犯被抓后，将面临
何种处罚？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骁表示，雷军作为在押的罪犯，在依法被
关押期间出于摆脱监管机关监管的目的
脱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脱逃罪，应当就
该行为依法承担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的刑事责任。 （央视、新京报）

即将迎来国庆黄金周的满洲里，夜间最低温度已在
零摄氏度以下。然而，一桩从俄罗斯进口食品的生意却
依旧做得火热。这食品正是 G20 杭州峰会上，俄罗斯总
统普京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礼物——俄罗
斯冰激凌。

《参考消息》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十分感谢普京的好
意，并表示他每次到俄罗斯都会让人去买俄罗斯冰激凌，
然后带回去享用。

或许正因如此，以“优质的原料，传统的味道”著称的
俄罗斯冰激凌近来受到中国消费者的热捧，成为中国进口
的热门俄罗斯食品之一。26日刚刚闭幕的第四届黑龙江国
际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博览会（简称“绿博会”）上，俄罗斯冰
激凌受到抢购。整个产业链都感受到这股由俄罗斯冰激凌
带来的追捧热潮。

满洲里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1月至8月，经满洲
里口岸共进口俄罗斯冰激
凌 271.4 吨，货值 86.3 万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267.3%、1387.9%，保持飞速
增长态势。

该局工作人员谢金勇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G20 峰会后，大量
经销商向他们咨询俄罗斯
冰激凌进口业务。“从9月1
日到现在（21 日），共有近
20 家企业曾前来咨询，而
以前，这里总共也只有四五
家企业经营俄罗斯进口冰
激凌的业务。”

谢金勇介绍称，今年1

至8月进口的俄冰激凌货值
同比增长之所以超过10倍，
是因为今年进口的俄罗斯冰
激凌高档货更多了。他说，俄
罗斯一般的冰激凌在中国售
价为15元、25元或30元一
根，而高档冰激凌售价大约
在50元～100元每盒。

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
对俄贸易口岸城市——绥
芬河，也经历了和满洲里
一样、俄罗斯冰激凌进口
出现迅猛增长的境况。绥
芬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份，今
年上半年绥芬河公路口岸
进口俄冰激凌 71.1 吨，货
值14.1万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206%、96%。

关于冰激凌的历史，俄罗斯是这样描
述的：冰激凌是一种古老的甜品，一千年
前中国人的餐桌上已经出现了冰激凌，这
是用冰雪混合着橙子、柠檬和石榴粒的美
味。它的配方以及保存方法在《诗经》里就
被提及。欧洲人首次接触到的冰激凌配
方，正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

对于俄罗斯冰激凌的特点，从事俄冰
激凌进出口的满洲里安格进出口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先哲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其
最大特点就是用料足、口感特别好，而且
使用的是优质奶源，“含奶量达到80%以
上”。“巧克力冰激凌的巧克力皮很重，比
别的同类进口产品要厚差不多一倍，使用
的是全脂巧克力，营养价值高。”

5年前，安格公司就瞅准了俄罗斯的
商机，在国内做起了进口俄罗斯冰激凌的
生意。从刚开始进口的50余种品牌及口
味，如今种类已达400余种。“牛奶口味在

中国国内较受欢迎些，”王先哲称，俄罗斯
本地人则很喜欢怀旧的“前苏联冰激凌”，
俄罗斯冰激凌仍然传承着前苏联冰激凌
的传统工艺，不破坏天然的原料成分。而
事实上，前苏联口味，也常常是俄罗斯冰
激凌厂家最喜欢使用的广告词汇。

在王先哲看来，国人是从2012年开
始逐渐认知俄罗斯冰激凌的，而如今其
销售数据可实现每月、每年的增长。“我
们 公 司 今 年 的 销 量 ，比 去 年 增 长 了
200%。”在他看来，销量的急剧上升，意味
着俄罗斯冰激凌时代的开启。

G20峰会上，普京总统送冰激凌当国
礼的新闻播出后产生了广泛的广告效
应。“找我们合作的商家纷至沓来，全国
各地的电话咨询量每天至少是平时的2
倍。”王先哲说，如今他们的俄罗斯冰激
凌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最远至台州，不过
西南片区市场仍在开拓中。

一
支
冰
激
凌
的
跨
国
旅
行

❶ G20 杭
州峰会上，
俄罗斯总统
普京给中国
国家领导人
送上特别礼
物——俄罗
斯冰激凌

❷ 以“ 优
质的原料，
传 统 的 味
道”著称，
俄 罗 斯 冰
激 凌 一 下
子火了

❸ G20 峰
会后，大量
经销商向相
关城市出入
境检验检疫
局咨询俄罗
斯冰激凌进
口业务

满洲里满洲里：：冰激凌货值同比增长超冰激凌货值同比增长超1010倍倍
绥芬河绥芬河：：冰激凌货值同比增长冰激凌货值同比增长9696%%

““最大特点是用料足最大特点是用料足、、口感特别好口感特别好，，含奶量达含奶量达8080%%以上以上””
““巧克力冰激凌的巧克力皮很重巧克力冰激凌的巧克力皮很重，，比同类产品差不多厚一倍比同类产品差不多厚一倍””

冰激凌行话中称冰激凌行话中称““飘货飘货”，”，即即““重量轻重量轻，，体积大体积大””
消费者对俄冰激凌兴趣的增长消费者对俄冰激凌兴趣的增长，，带动整个冷链产业带动整个冷链产业

俄商人：
要把冰激凌
卖到四川

俄罗斯尝甜头俄罗斯尝甜头
普京普京GG2020峰会送冰激凌峰会送冰激凌““国礼国礼””成为佳话成为佳话
俄罗斯冰激凌受追捧成功挺进中国市场俄罗斯冰激凌受追捧成功挺进中国市场

热卖

味美

产业

在卢布贬值的背景下，俄罗斯冰激凌也有价格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