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量

责编 王涵 编辑 余小红 美编 冯成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10
2015年12月25日

星期五

国际

印尼缉毒局局长
欲用鳄鱼老虎看守监狱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4日报
道，印度尼西亚国家缉毒局局长布迪
近日宣布，他计划使用鳄鱼充当死刑
监狱的守卫。虽然印尼政府赶紧解
释，这只是开玩笑，但布迪随后称，他
还想用老虎和食人鱼来看守监狱。

报道援引布迪的话称，他已经
从一家饲养场获得了两只鳄鱼，研
究他们的威力和侵略性，可能很快
就会增加到1000只，以阻止死刑犯
从监狱中逃跑。“具体投放多少条鳄
鱼，将取决于区域的大小，或者是否
让鳄鱼和食人鱼联合看守。”布迪
称，“由于监狱人手短缺，我们可以
考虑使用野生动物。我们还可以动
用老虎，还能同时做保育工作。”

此外，虽然布迪声称鳄鱼实验
已经开始，但仍无法确认他所言是
否真实。虽然印尼政府赶紧解释称，
这只是开玩笑。但布迪坚持认为，相
比狱警人工看守，动物做守卫有很
多好处，包括它们无法被贿赂。

据悉，布迪所提计划中的监狱将
设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并用来
关押被判死刑的毒贩。据了解，印尼
反毒法规非常严厉，被判处死刑的毒
贩将被行刑队枪决。 （综合人民网）

橱 窗 灯 光
明亮，人们走上
街头。

随着经济好
转，美国国内多
个领域出现久违
的“生机”。不仅
人口增长率达到
了7年以来的最
高峰，异常火爆
的年末消费也将
让美国物流业创
下史上最高纪
录。调查显示，
这个圣诞节全
美的用电量甚
至将超过某些
发展中国家一
年的用电量。

这个圣诞，
积极的消费情绪
让美国家庭礼物
支出超过2007
年以来的任何一
个年份，也成为
美国彻底走出始
于2008年的经
济危机的标志。

本月初，日本媒体放出风声称，有关2016年～
2018年联合国预算和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的摊款谈
判接近尾声，预计中国会费将大幅上升至7.92%，仅次
于日本居第三位，维和行动预算比额更将超越日本位
居第二。对此，日本媒体担忧日本“存在感”会下降。

联 合 国 大 会 23 日 晚 通 过 了 各 国
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的
分摊比额。据此，在未来三年，中国将承
担7.921%的联合国会费、10.2%的维和摊
款。这是近年来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
和维和摊款第二次大幅增加。中国常驻
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就此作出解释：

第一，会费比额大幅增长是中国国
力日益增强在国际制度层面的客观反
映。会费比额反映的是各国经济发展水
平。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就决定了中国需较多分摊联合国会费
和维和摊款。按照目前水平，中国已成为
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会费国；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这是
一个国家发展壮大在联合国财政问题上
的显著体现，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
提升的重要标志。

第二，目前的会费比额充分考虑了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我们一贯主张，
中国经济虽然总量大，但人均水平低，仍
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评估中国支付能

力的重要依据。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在会
费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
别对待，以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
支付能力的会费的做法。中国的主张得
到许多国家的支持。经过长时间磋商，各
国最终商定继续保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宽减办法。

第三，及时、足额缴纳会费是中国作
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责任和义务。联合国
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普遍性和权威性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
是联合国履行使命的重要基础。我们多
次表示，只要会费计算方法公平、公正、
合理，中国愿意承担应尽的财政义务，并
在维和摊款方面继续担负起作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

第四，我们将进一步督促联合国加
强预算管理。近年来，联合国预算规模大
幅增加。但只要是必须增加的资源、必须
拨付的款项，中国都一直支持。

（新华网）

调查显示，美国今年圣诞节期间的家
庭用电总量将比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
部分贫困国家一年的用电量还多。

根据美国智库世界开发中心一项最
新调查显示，今年美国圣诞节期间的家
庭用电量预计将达到66.3亿千瓦，超过
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年的用电总量。比
如，埃塞俄比亚约为53亿千瓦，坦桑尼亚

约为48.1亿千瓦。美国家庭用电量之所
以会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经济恢复，很
多家庭想创造一个更加温馨浪漫的圣诞
节，于是在自家的圣诞树、屋顶以及草坪
上设置了很多照明用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圣诞节期间
美国天气罕见地好，绝大部分地区都
是罕见的暖热天气，并没有遭遇2013

年圣诞节前那样十年不遇的冰风暴。
当时美国东北部、密歇根州和加拿大
东部多地数十万家庭和商户断电，民
众不得不在低温严寒中度过黑暗圣
诞 节 。有 人 对 抢 修 进 度 缓 慢 失 去 耐
心，对工人发出死亡威胁。有人为捍
卫自购的发电机，不得不和盗贼拳脚
相向。

据彭博社报道，就在新年即将到来之
际，美国著名物流公司UPS、FedEx的运输
量预计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些物流公
司认为，难得的好天气以及加强跟网络电
商的合作给它们带来了好运气。

据统计，UPS在本月22日当天一共
受理了3600万个货运单，预计在整个年
末商战期间一共会受理6.3亿个货运
单。FedEx预计在今年年末商战期间一
共会受理3.17亿个货运单。如果每个公
司的预计都成为现实的话，将创下历史
最高纪录。

对于UPS而言，确保在业务繁忙期
不出差错是其重要的经营理念。2013年
年末商战期间，恶劣天气外加网上订单
激增导致其经常发生很晚才把货物送
到客户手里的现象，遭到了不少客户的
投诉。从去年开始，为了确保在繁忙期
及时把货送到客户手里，UPS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所有员工甚至采取了分
段休假来应对。

专门统计美国电商交易数据的“萨
特拉”服务公司表示，在跟美国前40家
最主要的网络电商合作中，UPS以63%

业务量居首位，FedEx以29%的业务量
居第二位。两家公司也下大力气缩短货
物的配送周期，从2013年的平均4.6天
缩短到今年的3.9天。

UPS媒体负责人表示：“今年，我们
跟多家公司都签署了协议，确保能够按
时把货送到客户手里。现在，各项业务
基本上按照计划有序进行中。”FedEx的
CEO亨利在本月16日召开的电话会议
上也强调：“以前我也经历了不少繁忙
期，但这次毫无疑问是我经历过的最忙
的繁忙期。”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人口数量屡
创新低。分析认为，这和经济衰退脱
不了干系，因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工
作，年轻人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结
婚，甚至生孩子。不过，据美国疾控
中心（CDC）23日发表跟出生率相关

统计显示，2014年美国出生率创下了
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双胞
胎出生率创下历史新高。2014年平均
每1000名美国女性产下了33.9个双
胞胎婴儿。

据 统 计 ，年 龄 在 15 岁 ～44 岁 之

间的美国女性，平均每1000人生孩
子 的 数 量 为 62.9 人 ，比 前 年 增 加 了
1%。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30
岁 ～40 岁 首 次 生 育 的 女 性 人 数 有
所增加。

（综合新华社、参考消息）

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
在今年节日季的消费支出预计将会大幅
激增。美国成年人花在圣诞礼物上的平
均费用预计将达到830美元，较去年同期
的720美元大幅增加。此外，有30%的成年
人计划在节日季花费1000美元或者更
多。这对零售商来说是个好消息，消费者
的节日季支出终于恢复了经济危机前的
水平。在2008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候，
美国人的节日季消费支出下滑至616美
元，2009年稍稍回升至638美元。

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
者一直对圣诞礼物开销精打细算，喜欢
讨价还价，四处猎寻打折商品。消费者
今年的省钱攻略更进一步，不仅寻找深
度折扣的名牌商品，而且开始购买那些

以往不考虑作为礼物的便宜物件。
美国研究集团一项最新调查结果

显示，今年圣诞购物季，愿意购买礼物
价格低于10美元的消费者升至4%，去年
为1%。同时，愿意购买礼物价格为26～
35美元的消费者从22%降至18%。

美国纽约居民贾娜·蒙特罗过去买
圣诞礼物，首选苹果iPod播放器或iPad
平板电脑。但今年，她改买价钱不到30
美元的烛台和餐具，送给亲朋好友。蒙
特罗正与丈夫计划买房。她说：“我们想
确保清醒地对待自己的开销。”

算错刑期
美三千多囚犯提前获释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22日说，由
于减刑期“计算错误”，华盛顿州各
监狱有多达3200名囚犯未服满刑期
便被提前释放。

州长杰伊·英斯利说，这一错误始
于13年前、也就是州最高法院下令管
教改造部门施行“善行减刑制”之后。

按州官员的说法，在提前获释
的3200人中，大约3%被给予了过多
的减刑奖励，其他人的减刑期也出
现了各种计算错误。所有人中，他们
提前获释的天数中位数为49天。

现阶段，州管教改造部门正在努
力查找这些提早获释人员，以期确保
他们“按法律规定服完刑期”。具体来
说，按照各自剩余的刑期长短，这些
人员将返回监狱服刑或以在狱外受
雇工作的形式来服满刑期。

“这或许意味着，（这些人中）需
要重返监狱服刑的人员可能相对较
少，”州长办公室发言人贾梅·史密
斯说，“目前，管教改造部门已经确
认7名需要返回监狱服刑人员的身
份，其中5人已经入狱。”

这次的“刑期计算失误”事件让
英斯利颇为震怒，原因不仅在于牵涉
的囚犯人数众多，还在于管教改造部
门早在2012年便已发现问题，而补救
措施却因各种原因一拖再拖。

“这一问题被允许迁延了13年
之久，这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坦白
讲，这让我恼怒，”英斯利在一份声
明中说，“这些是严重的错误……我
得知后，已下令管教改造部门迅速、
正确地加以改正。”

目前，英斯利指派退休联邦检察
官罗伯特·威斯汀豪斯和卡尔·布莱克
斯通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他坦言，自
己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有诸多疑
问，“希望外部调查能让事情水落石出
并揪出相关责任人”。 （新华国际）

中国驻美大使馆：
旅美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中国驻美大使馆昨日发布安全
提醒，请旅美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注意安全。

其官方网站称，近日，美国国土
安全部发布预警，提醒公众在当前
反恐形势下提高警惕。圣诞节、新年
将至，为确保旅美侨胞安全，中国驻
美国使馆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

1、密切关注美国联邦及有关地
方政府、执法部门发布的安全信息。

2、加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
识，尽量避免前往人烟稀少、治安较
差或有安全隐患的地区。在人群密
集场所或敏感地区，注意防范身边
可疑人员，不要轻易同陌生人接触。

3、出行前关好门窗，注意门户安
全。在外旅行期间注意交通、财物、人
身安全，并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4、随身携带手机及应急联络方
式，遇紧急或突发状况，保持冷静并及
时拨打911报警（可要求中文服务）。

如需领事保护与协助，请与我
馆 联 系（ 电 话 ：202-4952266，
202-4952216，电子邮箱：consular-
washington@gmail.com）,或拨打外
交部24小时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
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
或0086-10-59913991）。

（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

圣诞点灯用的电
非洲小国用一年

美国病愈？

日前举行的“环球小姐”决赛上，
主持人念错提词卡，导致“哥伦比亚小
姐”阿里亚德娜·古铁雷斯头上的后冠
仅仅戴了两分钟，就不得不交给真正
的冠军、“菲律宾小姐”皮娅·阿隆索·
武茨巴赫。这一乌龙事件招致网络社
交媒体议论纷纷。一直关注环球小姐
大赛的哥伦比亚人很受伤。

犯错的主持人、喜剧演员史蒂夫·
哈维赛后发微博请求原谅，他说自己
犯了个“错误”，“感觉很糟糕”，“向‘哥
伦比亚小姐’和‘菲律宾小姐’致歉”。
不过，哈维的道歉并不能安抚受伤的
哥伦比亚人。

美联社昨日报道，从总统胡安·曼

努埃尔·桑托斯到古铁雷斯亲属，再到
数以百万计关注决赛的哥伦比亚民
众，他们在听到哈维第一次宣布古铁
雷斯夺冠时欢呼雀跃。后冠易主后，很
多哥伦比亚人认为这是“欺骗”。

一些人在微博上用“他们拿走了
她的王冠”“史上最短时间女王”等言
论表达自己的情感。“请尊重后冠”成
为哥伦比亚社交网络的热议话题。

总统桑托斯还不得不删掉一条内
容为“热烈祝贺”的微博。日前，他在国
家广播电台说：“我当时和家人在一起
看‘环球小姐’大赛。当他们说，哥伦比
亚人又赢了，我开始庆祝……他们把
后冠戴在（古铁雷斯）头上，有照片为
证……对我这样一个哥伦比亚人来
说，她还是环球小姐。” （国际台）

联合国又涨份子钱
中国份额达7.921%
中方：只要会费计算公平，愿承担应尽义务

日本曾忧心
“存在感”下降

美国过节用的电
非洲小国可用一年

预算更多了
选得更便宜了

货运单数以亿计
预计创历史最高纪录

出生率创下
2007年以来最高纪录

“姐”丢了后冠
“哥”不干

“环球小姐”颁奖乌龙追踪

礼物

物流

人口

制图 邬艺美国节日季消费支出将恢复经济危机前水平

新闻背景

左一为哥伦比亚
小姐，经历颁奖
乌龙后，很尴尬
地站在一旁

当地时间24日，纽约绚烂的圣诞灯饰已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