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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 l 
Froman)11日在北京表示，中美两国10日晚达成了
扩大《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简称ITA）内容的协定，官员们曾表示
该协定有望覆盖1万亿美元的贸易商品。这份扩展
后的协定将涵盖半导体、医疗设备、全球定位系统
（GPS）设备以及其他新型产品。此前各方进行了马
拉松式的贸易谈判，期间还曾中断谈判长达一年多
时间。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日早在APEC领导人峰会的一
次会议上宣布了该协定。他表示，中美两国就该协
定达成了共识，这将有助于迅速完成在日内瓦举行
的更广泛谈判。

弗罗曼表示，有关部分关税是否应该像中方希
望的那样逐步取消的问题将在日内瓦解决。他还表
示，这对于美中关系而言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中美关系面临从网络安全和人权问题到北京
与美国盟友日本及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争端等诸多问
题挑战之际，达成上述协议是两国关系取得的罕见

本报编辑整理

香港政府警告已做好抓捕准备
香港“占领中环”行动已近两个月，港

府摆出强硬立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明
与香港学联没有对话空间，并警告警方已做
好抓捕准备。 

稍早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再次延长针
对金钟占领区中信大厦周边与旺角占领区的
禁制令，并颁令警方可协助法院执达主任拘
捕妨碍执行禁制令人员。

11月11日，以署理行政长官身份主持行政
会议的林郑月娥说，警方将按照法院指令做
好准备，包括采取局部行动。她要求示威者
尽快自愿和平离开，结束占领。

学联在法院判决后发表声明说，学联将
尊重每一位占领示威者的个人选择，“与各
位同行”，但将向示威者们解释违抗禁制令
的刑责。
习近平回应梁振英:“沪港通”即将正式推出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APEC工商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上说，9日上午他见了习总，习总当面
回应他说“沪港通”很快就会正式推出。

8日上午，在上交所的交易大厅内进行
了“沪港通”开通仪式的演练，当天港交所
方面也在进行开通仪式的演练，“沪港通”
开通仪式上也将会包含沪港现场互动的环
节。不过截至目前，虽然监管部门已经表态
称“沪港通”开通的相关工作已经进入了最
后阶段，但是具体开通的时间依旧尚未公布。
香港取消2万人民币兑换上限 

11月12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称，
香港居民将不会面临人民币兑换限制，11月17
日将取消香港居民每天兑换人民币2万元的限
额。
台湾再爆发食品安全事故 多地查获假冒羊肉

地沟油余波未平，台湾再度爆发食品安
全事故。高雄地方检察署近日查获，新北
市、高雄市的3家黑心厂商制造假羊肉，现场

查扣1万多公斤，但肉品已流向台湾各地的
117家餐饮企业。
河南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分 统一为居民
户口

河南省日前制订印发的《关于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取消农业
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
民户口，并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这一深化
户籍改革举措，真正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
意愿，符合迁移条件的居民可以在城乡之间
迁移。
河北落马官员家搜出上亿现金 黄金37斤 房产
手续68套

据新华网报道，今年以来，河北省纪检
监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坚持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腐败，截至10月底共立案14808件，其中
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一批“小官巨腐”
案件也被查处。其中，某市一涉嫌受贿、贪
污、挪用公款的官员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
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
触目惊心。
武汉前9个月查处违反八项规定干部829人

武汉市纪委日前通报，今年1-9月武汉市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干部829人，其中局
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38人，共诫勉谈话、书
面检查、通报批评等组织处理628人。
近百名“红二代”在京座谈 林彪之女公开露面

2014年11月1日，北京万寿宾馆，为纪念
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红军开始长征80周年
和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漳战役83周年，由
红岩儿女联谊会、西花厅联谊会和井冈儿女
联谊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
座谈会举行。林彪元帅之女林豆豆、罗荣桓
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等90余名中国工农红军
东路军后代代表参加了座谈活动。
中韩考生SAT成绩被暂缓公布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的管理者表

中美达成万亿美元协定 

11月12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 （来源：中新社）

示，将暂缓公布于10月参加考试的中国和韩国
学生的成绩，原因是“可能存在作弊行为”。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选择到美
国读本科，由于中国大陆没有考点，中国香港
就成为许多内地学生参加SAT考试的首选。为
赶在美国大学11月份提前录取结束前拿到SAT
成绩，大量学生会选择10月到香港参加考试。
每年，都会有上万名内地学生赴香港参加SAT
考试。
南航一航班起飞后遭鸟击冒烟

双十一前夜，南航CZ3739航班从珠海直
飞北京。起飞后约半小时，飞机左侧引擎下方
发动机发生故障——发动机起火冒烟，机舱内
随即出现烟雾和刺鼻金属烧焦气味，随后飞机
剧烈颠抖，直至半小时后飞机备降广州白云机
场。南航方面称，初步调查显示，飞机起飞后
不久遭受鸟击，致使飞行途中发生故障。
广州红会被曝拿“救命钱”存银行钱生钱

近日，广州红十字会社会超过千万元的急
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救命钱）被曝躺在银行
钱生钱，2013年度利息收入达191.85万元，超
过年度救助支出总额。与此同时，广州市各
家医院几乎都存在患者医药费筹措困难的问
题，7000元救助额度十年未变，申请救命钱也
困难重重。
上海致6死43伤大巴侧翻原因:司机弯腰捡手机

11月3日，上海一辆大巴车在东海大桥东
海大道能源路发生侧翻。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
人死亡，40余人受伤，其中13人重伤。据澎湃
新闻报道称，“11.3”省际客运大巴侧翻事故
的原因是司机在事发时弯腰捡手机，导致车辆
偏离，碰擦道路侧石后最终导致车辆侧翻。
台湾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台湾“中研
院”10日发表一份人口研究，认为台湾平均每
位妇女要生育2.1名子女才能维持平衡，但去
年台湾生育率仅1.065，生育率世界最低，估

计台湾未来的劳动人口将大幅减少，如果不面
对，台湾人口将落入“又少又老又穷”，生活
水平也会下降。
男子4个月给骗子汇54万元：就看他能骗我多
少钱

近日，一个由25岁初中毕业的陈某掌控的
17人诈骗团伙终于破灭了。这一结果让宁波某
工程负责人老刘很是激动，警方终于给他报了
一箭之仇，只是这代价有点大，足足54万元。
老刘在被该团伙骗走7万元的时候，就已经意
识到对方有问题了。可他选择继续被骗，原因
是：想看看骗子究竟能骗走多少。
男子捡到新石器时代石斧 上交后获100元奖励

2011年洛南县农民雷军政挖地时捡到石斧
一把，一直不舍得卖。近日县博物馆给他做了
工作，说这是新石器时代文物，收缴石斧后奖
励他100元。近日上交12件青铜器的魏炳祥得
到1万奖励，上交古剑的李磊得到500元奖励。
重庆8村民河道挖出30米乌木卖19.6万 被判充公

2012年10月，潼南村民王某在涪江河内发
现一根乌木，与同村另外8人协同打捞挖掘。
当地文物局接到王某等报告，但以不是文物为
由未予收藏。9人联系买家，在12月份将乌木
卖了19.6万余元。不久，县财政局将匡某等8人
起诉到潼南县法院，要求他们返还卖乌木后各
分得的钱款共约18万元。

县财政局称，乌木是在河道中发现的，其
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
徐州男子跨区用盐被罚5千 盐务局：须在当地买

徐州新沂市一大排档老板老陈用了2斤连
云港的盐，竟被罚了5000元。盐是真的，只是
因为跨区域用盐。新沂市盐务管理局盐政稽查
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根据江苏省有关规定，
老陈的这种情况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因
为之前老陈拒不接受，该局才向当地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双 十 一 ， 中 国 全 民 疯 狂
天 猫 一 天 营 业 额 破 5 7 0 亿

［本报综合］据中国之声《新闻纵
横》报道，11月11日是各家电商“双十
一”网购节，截至当日凌晨12点，当日一
整天，中国网络零售额再创历史新高，中
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对重点电子商务平
台的监测结果显示，仅天猫商城一家就达
571亿元。此外，以品牌特卖为主的唯品
会网络销售额为3.46亿元。“双十一”已
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规
模的商业促销活动。

马云改变中国
“马云对我的帮助就是，现在一提双

十一，别人都会问买什么好东西了，而不
是问我为什么还是个光棍。”一位网友如
是诠释马云对人们的改变。

在双十一这天，马云，似乎不再仅仅
是一个集团的董事长。在微博上，“双十
一拜马云”是仅次于北京APEC的话题，
不少网友晒出“双十一利器”，在这些照
片中，有的公司不仅摆满水果零食拜马
云，还拉起了横幅，“干爹保佑”、“鼠
标点点应客户，键盘声声下订单”……

马云背后的女人忙着点点点，马云背
后的男人忙着送送送，马云背后的商人忙
着拜拜拜。天猫双十一在移动端的成交额

在双十一开场后75秒，成交额就突破了1
亿，当天以571亿成交额完美收官。

双十一全国快递量达5.86亿件
12日，国家邮政局发布最新监测数

据，“双11”当天全国邮政、快递企业揽
收快递包裹8860万件，预计全行业处理的
快件将达到5.86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70%。日最高处理量将接近1亿件，比去
年同期增长54%，是今年以来日常处理量
（3309万件/天）的3倍。

福州男子双十一遭妻子绑住双手 靠脚血拼
逾2万

网购狂欢节，全民疯狂抢购。不过，
当时针分针秒针都指向12时，福州叶先生
却被老婆绑住双手。令人没想到的是，他
竟然靠着双脚下单，在网上消费了两万多
元。

这张用脚下单的图片发上微博后，网
友们纷纷拜服，封叶先生为“双十一网购
第一脚”。

据中国青年网消息，这张用脚下单图
片由叶先生妻子拍摄。叶先生称，凌晨他
正准备开始抢购，突然被老婆绑住双手。 
“零点马上就到了，我一急，只好脱了

拖鞋，用脚完成下单。”叶先生十分懊恼
地说，由于用脚操作鼠标很不方便，有很
多东西没抢到。但最后下单的金额，依然
高达两万多元。绑住双手不让网购，难道
是老婆阻止老公“败家”？“才不是呢，
她刚把我手绑起来，自己就立马坐到另一
台电脑前准备抢购。”叶先生说，老婆绑
住他双手有两个原因，“一是想让我少花
钱，她就能多买点；二是希望我不碰电
脑，把网速腾出来，方便她抢购”。

“我之前也想过，她可能会做些出格
的举动不让我买，不过实在是没想到她会
绑住我的双手。真是双11前无亲戚，同行
如敌国啊。”叶先生感叹。

进展。
ITA最初于1997年达成，旨在降低技术行业的关

税，此后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在寻求对协议进行
升级。但谈判人员称中国不愿意跟进，部分原因在
于中国希望保护和建立国内半导体产业。

扩展后的ITA将涵盖200个不同的关税类别。美
国称，将取消关税的产品包括新一代半导体、磁共
振成像(MRI)仪和GPS设备。这三种产品目前的关税
税率最高分布为25%、8%和8%。

美国与中国达成的这份协定将会于12月呈交参
与日内瓦ITA谈判的54个经济体批准。美国官员称，
相信这些经济体都会批准该协定，因为中国的反对
一直被认为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而美国之前已
经与其他国家进行了磋商。

形式上，ITA隶属于WTO框架。ITA成员必须
向所有WTO成员提供同样的关税协议。由于汇聚了
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等高科技强国，此次APEC
北京峰会被谈判者视为完成ITA扩展谈判的绝佳地
点，而该谈判之前已拖延了一年多的时间。

经历之前一次又一次的相关谈判陷入僵局后，此次中美协定的达成也是WTO
的胜利。美国表示，ITA将是WTO在17年来达成的首个重大关税削减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