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议会14日通过有关
控烟的新规定，自2017年开始
禁止零售商在店内展示香烟。
新规定还禁止任何形式的香烟
广告，包括网络广告。新加坡一
名官员对媒体表示， 电子香烟
也在被禁止展示的范围内。除
新加坡外，澳大利亚、加拿大、
新西兰和英国之前已经出台了
禁止商店展示香烟的规定。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新加坡
禁止商店展示香烟

韩国回应

金正恩称不久后将试爆核弹头
要求生产更多“主体弹” 韩称将进一步加强监视

2016.3.16��星期三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覃翊 美编 陈阳 校对 李辉A14 时事纵横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黄媛14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
加快去库存， 云南省鼓励有条
件的城市建立新市民住房补贴
制度， 引导和支持农民工和农
民进城购房， 扩大住房消费的
路径。

黄媛表示， 云南省一级并

不会出台关于新市民住房补贴
的政策， 各城市可以根据各自
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相应的财政
补贴政策。 实际上， 云南省红
河、文山、昭通等部分州市已经
先行先试， 其中在标准高的城
市， 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或农民
进城购房每户可获2万至3万元
的财政补贴。

3月15日是第10个国际社
工日。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15日
在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上表示， 我国已培养近
50万名专业社工，发展4686家
民办社工机构， 开发了18万余
个社工岗位，成立了455个社工
行业组织。

“扶贫济困是专业社会工
作的核心使命， 投身脱贫攻坚
战是我国社会工作者的时代责
任。”李立国说，与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相联系， 我国普及性专
业社会工作起步较晚， 方兴未
艾。

“希望广大社会工作者切
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 着眼于每一名受助群众都
能够过上有尊严、有保障、有盼
头的幸福生活， 与贫困群众手
牵手、 心连心， 为他们排忧解
难、赋权增能。发挥‘助人自助’
的专业优势， 帮助困难群众建
构支持网络、享受保障措施、改
善生活境况、 阻断贫困传递。”
李立国说。

据悉， 今年国际社工日的
中国主题是“发展社会工作，助
力扶贫济困”。本次主题宣传活
动从3月15日开始将持续到3月
21日。 活动期间，“中华社会工
作网”将上线运行，同时启动第
二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
才选拔等活动。

海外多项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游客不仅依然是奢侈品牌
的最大买家， 同样喜欢购买旅
行目的地本地品牌。那么，去年
都是哪些品牌赚走了中国游客
的钱？

自由行游客购物最多

美国贝恩公司去年10月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消费者
依然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群
体，占比全球奢侈品消费31%。

英国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最
新数据显示， 赴法国旅行的中
国游客， 出行预算的约40%用
来购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CNBC）14日援引贝恩公司
报告的联名作者费代丽卡·莱
瓦托的话说：“毫无疑问， 中国
消费者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
发挥主要作用。”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
计，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人数达到1.2亿人次，旅游花费
1045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12%和16.7%。

《全球自由行报告2015》显
示， 中国自由行游客在购物方
面消费占比最多， 达到55.8%，
交通、 餐饮和住宿消费分别仅
占13.1%、10.5%和9.7%。

买什么取决于去哪里

除购买奢侈品外， 中国游
客同样钟情旅行目的地本土受
欢迎的品牌， 具体取决于他们
去哪里旅行。

新加坡数据机构6Estates
数据显示，在新加坡，中国游客

喜 欢 当 地 时 尚 品 牌
Charles&Keith。在日本，他们
购买快速流行品牌优衣库。在
美国，他们购买蔻驰包。

新加坡地处热带， 似乎最
不可能销售每件 1000欧元
（1111美元）的羽绒衣。但法国
品牌蒙克莱在这里的店铺深受
中国游客欢迎。

中国游客不仅购买服装、
箱包和鞋履。在新加坡，食品品
牌美珍香也深受中国游客喜
爱。6Estates首席执行官加里·
陈（音译）说：“美珍香是中国游
客热议的几大品牌之一。”

销量乐观厂家增产

随 着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疫情散去，中国游客
逐渐恢复赴韩国旅行， 韩国化
妆品行业受到提振。 英国汇丰
银行上周在报告中写道， 爱茉
莉太平洋集团和LG生活健康
公司将是最大受益者。

对于选择去日本和澳大利
亚的中国游客而言， 购物单上
最常见的商品是奶粉等婴儿产
品。两年前，一个中国博主推荐
了12种日本产品， 包括眼药水
和止痛药等。 这个购物单得到
广为流传， 致使这些产品销量
激增。 在日渐老龄化的日本社
会， 中国游客的消费使日本婴
儿纸尿裤的销量也颇为乐观。

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数据，
中国游客大量购买澳大利亚奶
粉，促使A2牛奶公司和贝拉米澳
大利亚公司增产，以满足中国游
客的旺盛需求。澳大利亚科尔斯
和伍尔沃思超市去年甚至推出
每人限购4桶奶粉的措施。

据朝中社15日报道， 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表示，
朝鲜不久后将进行核弹头爆炸
试验以及能够装载核弹头的各
类弹道火箭发射试验。

金正恩是在指导弹道火箭
再入大气层环境模拟试验时作
出上述表态的， 该试验取得成
功。 报道未说明试验举行的时
间及地点。

金正恩表示， 朝鲜已经拥
有再入大气层技术， 弹道火箭
技术取得进展， 显著提高了朝

鲜军事实力。 他要求军需工业
部门提高国防工业的主体化、
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研发、生
产更多具有最高水平的各类军
事打击手段和“主体弹”。金正
恩未说明“主体弹” 的具体种
类。

金正恩指出， 为了提高核
攻击能力的稳定性， 不久后将
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和能够装
载核弹头的各类弹道火箭发射
试验， 有关部门要就此做好充
足准备。

由中国中车株洲研究所自
主开发的全球新一代列车控制
与信息服务网络系统（TCSN），
近日在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
动车组上装车试验成功。 这意
味着我国全面自主化、 标准化
的高铁动车组装载了高智能的
“中国脑”。

“新一代网络控制系统相
当于把数据传输由过去的‘单
行道’变成了‘多行道’，运行数
据传输速度比原来提高60余
倍。”中车株洲研究所总工程师
冯江华说。

3月15日，在德国汉诺威，瑞士联邦主席约翰·施奈德-阿曼（右）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在博览会上体验头部显示装置。2016年汉诺威消费电子、 信息及通信博览
会14日在德国汉诺威开幕，今年展会的主题与去年相同，即数字经济。 新华社 图

汉诺威IT展
聚焦数字经济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
朴槿惠15日说， 朝鲜如持续进
行无理挑衅并与国际社会强硬
对抗， 在核问题上不改变立场
的话，韩方将坚决应对。

朴槿惠当天在青瓦台主持
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 朝鲜不
顾韩国与国际社会的强力制裁
行动，做出挑衅性发言，称将先
发制人进行核打击。 尽管全世
界要求朝鲜弃核， 其反而强行
进行核试验，由此看来，发射短
程弹道导弹等鲁莽行径构成的
威胁将持续。

针对朝鲜当天宣称不久后
将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以及能
够装载核弹头的各类弹道火箭
发射试验，朴槿惠表示，现在最
重要的是落实对朝制裁决议。

她强调， 如果朝鲜不做出改变
并再次进行挑衅， 韩国政府和
军方将保持应对态势并立即惩
戒，韩方还希望与美国、中国、
俄罗斯和日本等相关国家加强
战略沟通。

此外，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文尚均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据韩军对各种信息判断，目
前朝鲜尚未掌握再入大气层技
术。 朝方发布的内容是一面之
词。

针对朝鲜宣布的不久后将
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等， 文尚
均表示， 韩方将进一步加强监
视。他强调，朝鲜最近展示核能
力的诸多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 是对朝鲜半岛和国
际社会的重大挑衅。

朝若再次挑衅，韩将立即惩戒

我国已培养专业社工近50万名

云南：鼓励建立新市民住房补贴制度

中国游客依然是奢侈品牌的最大买家
哪些品牌赚了中国游客的钱

中国动车用“中国脑”

英国《每日电讯报》14日报
道， 虽然伦敦交通局没有正式
公布开通日期， 但消息人士透
露，逐步开通“通宵地铁”线路
的方案已制定完毕。

按照这一方案， 今年8月，
伦敦地铁维多利亚线和朱比利
线将最先在周五和周六实行通
宵运行。之后，“通宵地铁”服务
将于9月拓展到地铁中央线、北
线和皮卡迪利线。

伦敦要开通“通宵地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