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客车博览会20日在比利时科特赖克
展览中心正式揭幕。中车电车、金龙、海格、比亚
迪、宇通、安凯以及金旅等中国客车企业或带来
了各自的高端客车， 或以高科技互动展示最新
技术，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客车的全新形象和
强劲实力。

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枯竭……大众出
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清洁化、高效化、智能
化”成为全球公共交通的共同诉求。在这方面，
参展的中国客车企业均带来了各自的答卷。

伴随着工业4.0的步伐，中国在新能源领域
的产品与技术近年来不断突破。 在当天的展会
开幕式上， 浙江中车电车有限公司发布了12米
甲醇制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 这是中车电车在
新能源客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据介绍，该车型为中车电车与丹麦燃料
电池厂商合作推出， 车辆可在零下25摄氏
度的低温条件下运行，适应北欧冬季的寒冷
天气。博览会结束后，此款客车将在丹麦北
部城市奥尔堡试运营。

中车电车当天还展示了整合自动驾驶、
智能互联及电动化等技术的解决方案。通过
整合雷达报警、激光定位器精准测距、全新
定位系统识别路况等自主核心技术，该公司
无人驾驶技术未来有望实现智能启停、自动
转弯、自动加速、智能避障等功能。

作为最早参与该展会的中国客车企业之
一，金龙客车今年则围绕“环境友好、匠心制造
和原创”这一主题，展出了4款针对欧洲市场需
求研发的全新车型。金龙客车欧洲区经理盖文
辉表示，多年来，金龙客车以世界客车博览会
为舞台， 不断吸收先进的客车制造技术与理
念，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善、品质控制的不断
提升，助力中国客车在欧盟市场的发展。

随着世界客车博览会的举办，越来越多
的中国客车企业通过这里走向欧洲、服务全
球。比亚迪19日在展会媒体开放日宣布，公
司已获得荷兰Connexxion公共交通公司21
辆新型纯电动中巴的订单。Connexxion总
经理埃里克·范艾恩多芬说：“我们之所以选
择比亚迪，是因为其拥有世界领先的纯电动
客车制造和电池技术。作为欧洲首个使用这
一新车型的运营商，我们相信乘客也会享受
纯电动中巴带来的坐乘体验。”

此外， 海格客车当天和以色列公交公司
DAN在展会现场签订了100辆电容公交车的
采购协议。由安凯客车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
双层纯电动半敞篷观光巴士当天也亮相展会。

（据新华社比利时科特赖克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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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客车
集体发力欧洲

波士顿地铁的“中国芯”
� � � �中车长客研制的首批波士顿橙线地铁车本周下线，预计于12月运抵美国，成为登陆美国市场的首批中国
产轨道交通整车装备。这批整车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地铁车缘何受到美国客户青睐？拿马萨诸塞州交
通局官员的话说，那就是只有中车提供的列车才能满足美方严苛的标准，实现“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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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挺进欧美
� � � � 新华社上海10月 21日电 记者从近日在上海召开的
“2017海洋科学考察船技术高峰论坛” 上获得的消息,我国科
考船的设计建造已从跟随走到了世界引领的黄金期， 新建、
在建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截至今年8月， 我国正在设计或建
造的海洋科考船约10艘。

记者获悉， 我国第一艘满足最新极地规则的极地科考破
冰船“雪龙2” 号正在由江南造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建
造， 将在2019年正式服役。

我国科考船新建在建数量
均居世界首位

� � � �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1日电 由于上游降水偏多和长江
防总的科学调度， 21日三峡水库成功实现175米蓄水的同
时， 长江中下游供水和生态安全也得到加强。 来自长江防
总的消息显示， 洞庭湖、 鄱阳湖水位同比偏高， 面积同比
均增加上千平方公里， 且较近期最小时均增加数百平方公
里。

根据长江委水文部门的数据， 10月21日8时， 长江中
下游干流和洞庭湖、 鄱阳湖水位较历史同期30年均值偏高
2.4米至3.2米， 较2016年同时水位偏高4.8米至7.6米。

20日8时洞庭湖湖面面积2042平方公里， 水量50.7亿
立方米， 较2016年同时刻面积增加1492平方公里， 水量增
加43.7亿立方米； 鄱阳湖湖区面积2845平方公里， 蓄水量
90.31亿立方米， 较2016年同时刻水面面积增加2302平方
公里， 水量增加76.9亿立方米。 同时， 洞庭湖、 鄱阳湖湖
面面积较近期最小时也分别增加827平方公里、 810平方公
里， 蓄水量分别增加31亿立方米、 40亿立方米。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京沪高铁“复兴号”按照350公里时速商业运营一个月以来，发
送旅客46万人次，上座率高达96.4%。

据介绍，9月21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
现350公里时速商业运营。截至10月19日，京沪高铁“复兴号”中
国标准动车组共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上座率达96.4%。

此外，“复兴号”扩容后，在京津城际和京广高铁安排开
行22.5对列车。截至10月19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
津城际发送旅客112万人次，上座率为83%；京广高铁“复兴
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共计发送旅客42万人次，上座率为100%。

京沪高铁“复兴号”商业运营一月

发送旅客46万人次

三峡工程完成新一轮
175米试验性蓄水

� � � � 10月21日，
货轮从三峡大
坝上游的水文
标尺前驶过。

新华社发

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同比增加上千平方公里

� � �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 美国财政部20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7财年（去年10月1日至今年9月30日），美国财政赤字较上
财年增加约800亿美元至6660亿美元，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2017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加
1.5%至约3.32万亿美元， 财政支出同比增加3.3%至约3.98万
亿美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16财年的
3.2%上升至3.5%。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曾在2009财年达到
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10%。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
瓦尼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经济增长低迷是导致财政收
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推动税改、降低监管负担等政策将有
效推动经济增长，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负责税改立法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参议院财
政委员会和特朗普政府上个月联合公布统一的税改框架，为
未来数月起草具体的税改法案奠定基础。 美国媒体近期报道
称，国会可能在11月初推出具体的税改法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他希望今年完成税改，但他也
承认税改可能会花更长时间。

美国2017财年财政赤字
创2013年来新高
经济增长低迷成主因

� � � �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1日电 2017赛季中
甲联赛21日结束第29轮的比赛，产生了冠军和
首支降级队。 大连一方客场1比0战胜丽江飞
虎，前者夺冠，后者降级。

进入最后两轮的争夺， 除北京北控燕京与新
疆体彩的比赛提前举行，本轮7场比赛14时30分统
一开球。赛前，梅州客家、呼和浩特小草、大连超越、
浙江毅腾、保定容大、丽江飞虎均存在降级可能。

深陷积分榜尾的丽江飞虎主场迎战已提前冲
超的大连一方。本赛季才升上中甲的丽江队最后
一丝保级希望在比赛第80分钟被浇灭，一方队博
利中路快速插上头球攻入全场唯一进球。由于积
分榜次席的北京人和客场0比2不敌呼和浩特小
草，一方以5分的优势提前一轮夺冠。

事关保级的其他场次，保定容大3比2战胜
青岛黄海，两连胜延续保级希望；梅州客家主
场迎来与浙江毅腾的保级对决， 主队2比3告
负；大连超越2比0战胜武汉卓尔。

至此，梅州客家（30分）、大连超越（30分）、
浙江毅腾（29分）、保定容大（28分）这四支球队
将在最后一轮为保级而战。

2017赛季中甲联赛

一方夺冠 丽江降级

� � � �图为10月20日在比利时科特赖克举行的世界客车博览会上拍摄的沃尔沃公司推出的电动公交车。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21日，中超联赛
第28轮进行了两场比赛，在关键的保级大战中，
延边富德主场1比2不敌河南建业， 提前两轮降
级，也宣告本赛季两支降级球队全在本轮产生。
亚冠资格争夺的焦点战中， 天津权健2比1逆转
战胜河北华夏幸福，令这一悬念继续保持。

在20日的比赛中， 排名垫底的辽宁开新1
比3不敌山东鲁能提前两轮降级。 延边21日在
主场也没能逃脱降级的命运，这样，河南建业、
天津亿利、江苏苏宁等处于降级区边缘的球队
全部顺利上岸。

在事关亚冠资格的焦点之战中， 第11分
钟，张利锋的头球帮助河北华夏幸福率先打破
僵局。第60分钟，天津权健的郑达伦接帕托开
出的角球俯身冲顶破门。第78分钟，帕托禁区
内推射破门将比分反超。本场赛后，天津权健
积48分位居积分榜第四，领先山东鲁能2分。河
北华夏幸福积49分位居第三。在降级球队尘埃
落定、联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亚冠资格的争
夺战依然胶着。

中超降级悬念终结
亚冠资格依然胶着

欧盟峰会：

分歧重重
进展寥寥

� � � � 毋庸讳言， 难民危机已极
大影响了欧洲政治生态， 几乎
是近年每次峰会都要讨论的
“老大难” 问题。

本次峰会首日议程中重要
一项就是应对目前难民问题出
现的新情况： 自欧盟与土耳其
去年3月签署的难民安置协议生
效以来， 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
的非法移民大幅减少， 但取道
利比亚从地中海中部偷渡进入
意大利的非法移民人数持续攀
升。 凛冬将至， 如果不及时应
对可能会造成更大危机。

从欧洲理事会19日晚发表
的峰会公报看， 欧盟想从“推”
和“拉” 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推” 就是遣返不符合欧盟庇护
条件的非法移民， 并帮助意大
利加强与利比亚执法部门的合
作， 在出发地阻断非法移民；
“拉” 则是通过投资带动非洲地
区经济发展， 从而减少移民动
机。 最近成立的欧洲可持续发
展基金， 就将支持对非洲及邻
近地区国家投资。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解决思
路可以算是对症下药，但难点在
于“推”使标榜人权的欧盟陷入
道德困境；“拉”则面临资金来源
问题，要让成员国掏钱并推动欧
洲企业去局势不稳的北非等地
区投资，并不容易。

� � � �欧盟和英国“离婚”谈判虽已进
行五轮但仍没有取得大进展， 这成
为峰会上的最大“槽点”。目前，欧盟
和英国仍处谈判第一阶段，“分手
费”、公民权利和爱尔兰与英国边界
是谈判面临的三大障碍。

欧盟其余27国与英国在“离婚”
问题上各执一词， 甚至连新闻发布
会也是各开各的。

欧盟27国领导人20日闭门磋商后
发表声明，宣布将在欧盟理事会（除英
国）及谈判团队内部启动“脱欧”第二阶
段谈判准备工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称，第二阶段谈判有望在12月开启。

在27国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同时，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布鲁塞尔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介了英方在“脱欧”三大问
题上的立场。不过，在“分手费”问题上，
她还是没有给出欧盟其他国家想要的
具体数字。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不希望在
双方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出现“硬脱
欧”，因此其宣布启动第二阶段谈判准备
工作可以看作向英国释放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欧盟明确告诉英国，双
方前几轮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此
次峰会也未能从根本上缩减双方在核
心问题上的分歧。 在12月欧盟冬季峰
会前，双方须做好妥协准备，尤其是在
“分手费”上，特雷莎·梅必须拿出让欧
盟信服的具体方案。

� � � �用“尴尬”形容欧洲数字化发展
并不为过：2017年欧洲数字化进程
报告显示， 仅五分之一欧盟企业实
现高度数字化； 欧盟境内中小企业
仅不到20%使用互联网销售渠道；
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企业中有7家
高科技公司，它们无一来自欧盟。

因此，欧盟认为，发展“数字欧洲”
是当下要务之一。峰会公报显示，欧盟
领导人迫切希望解决现有问题，呼吁加
快推进数字化建设相关立法工作，期待
欧盟成为数字化领域的“领导者”。

欧盟在2015年5月通过“单一数
字市场”战略，计划在2018年年底前

完成这一战略。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欧盟在推进数字化单一市场方面已
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欧
盟在数字化发展方面仍面临诸多挑
战。 一方面， 欧盟相关立法进程缓
慢。到目前为止，欧盟委员会为建成
单一数字市场已提出43项倡议，其
中24项为法律提案，但只有6项获通
过。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缺乏政策
协调，如在频谱管理上缺乏协调，这
限制了5G通信技术的发展。 数字领
域专家表示， 要早日实现单一数字
市场，欧盟需将承诺变成具体行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21日电）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对难民“又推又拉”1 “离婚”条件总谈不拢2

“数字化”亟待发展3

� � � �几个月前，美国工程师弗拉基米
尔和同事来到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为期3个月技
能培训。“学成”回国后，他们将成为
中车在美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制造基
地———中车春田工厂其他工人的老
师， 保证这家工厂在明年顺利投产。
从美国徒弟跨越太平洋跟中国师父
学技术，到中车长客为波士顿橙线地
铁“量身订制”的首批列车正式下线，
以中车为缩影的“中国制造”如今正
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阔步前行。

首批“美标”地铁车下线令人欣
喜， 而中车春田工厂洋徒弟的到来，
更盘活了中美同行的技术、经验和工
作文化交流，让两国在高端制造业领
域达成互利共赢的前景尤为可期。

拥有博士学位的弗拉基米尔
经过同事介绍加入中车。 在他眼
里，春田工厂早已成为当地人茶余
饭后的热议话题。

对这些金发碧眼的洋同行， 中国
员工们大都有这样的体会： 美国同事
开朗热情， 但一学习起来就变了样，

“跪着、趴着、站着……美国同行敬业
肯钻研的态度咱得学。”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洋徒弟的授课人之一、中车长
客车辆装调工罗昭强说。

而对这些美国工人来说，他们
最喜欢罗昭强发明的调试技能实
训装置。这台装置仅用几组电气柜
就模拟出轨道列车牵引、 制动、网
络等多个系统，能让一个新手在几
个月的时间里成为一名合格的调
试工人。“中美工人互相融合、学
习、促进，大家共赢。”中车长客人
力资源部培训中心主任王亚彬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技术软魅力促中美合作共赢2

� � � �“我们提供给波士顿橙线地铁的
列车在结构强度、控制安全、质量管
理体系等方面全部采用美国标准。”
中车长客副总工程师于青松介绍说，
“这批列车执行美标总计多达120余
项， 同时满足美国残疾人协会标准、
美国环境署标准、马萨诸塞州公共交
通安全运行法案、美国人体工程军工

MIL标准等。”马萨诸塞州交通局认
为，标准化不仅可以提高列车操作
的灵活性和维修效率，还能为美方
省下包括库存、员工培训、人力开
支等在内的数百万美元成本。

总结起来，这批“中国车”的最
大技术特点就是“车壳硬、 重量
轻”，还能“随意拼、保安全”。

于青松说，这批列车的不锈钢车
体达到美标体系中更为严格的ASME��
RT-2� � 2014标准。 满足这一标准的
车体碰撞安全性更高，能保证两列6节
编组的车辆在40公里时速下碰撞后，
车体的乘客区域不会有任何变形，完
全可媲美城际铁路安全标准； 在静强
度和疲劳设计方面， 车辆可以满足美
标60余个工况的要求， 填补了美国市
场地铁车辆的技术空白。

制造硬实力折服美国客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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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 � � �欧盟20日结束了一场“糟心”的峰会：难解的难民危机又冒出
新症结；英吉利海峡两岸“离婚”谈判“撕”成僵局；经济稍有起色，
又得火急火燎地发展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