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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总统访华 中非关系破冰？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11日亲自证实

即将访华消息。至少250名菲律宾商界
领袖将随同访问北京，开启中菲关系破
冰之旅。而这正值菲美关系紧张之际。

综合媒体10月12日报道，杜特尔特
11日在总统府发表讲话时证实，不久将
访问中国，但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只表
示访华被安排在访日之前。日本政府11
日已经宣布，菲总统将于10月25日至27
日到访。杜特尔特同时表示，希望能在
访日之后访问俄罗斯。

《菲律宾商报》11日披露，在此
行期间，两国将于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办大型贸易投资论坛。目前，论坛
正式名称仍在敲定中，可能有600人出
席。截至10日，已有超过300名菲商界
人士报名参加陪同总统访华的商业代表
团。名单提交到总统府等待最后确认。

路透社称，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公
布总统的随行代表，但商业组织和政府
官员表示，总统访华的随行名单已经超
额注册了。最初的随行名单只有约20余
人，但之后暴增到约250人。如此庞大
的总统随行团规模不同寻常，因为菲中
两国是在仅仅1个月前才定下的这次行
程。菲律宾方面愿意同中国商界领袖及
政府官员就铁道、旅游、农业企业等领
域展开对话。

法 新 社 称 ， 杜
特尔特寻求同中俄建
立更紧密的关系，11
日再次批评美国“傲
慢自大”。《美国之
音》称，杜特尔特寻
求与中国展开合作之
际，正值菲律宾与它
的传统盟友美国关系
紧张。

杜 特 尔 特 1 1 日
强调，自己并不打算
取消或者废除军事同
盟，但再度质疑菲律
宾军队未能从菲美联
合军演中获益。“现
实情况是，每次美国
军队参加完菲美联合
军演后都会把装备全部拉走，从联合军
演中真正获益的是美国军队，不是菲律
宾军队”。

杜特尔特之前扬言可能会与美国分
道扬镳，并曾公开表示已下令审查2014
年菲律宾与美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
协议》，不排除要求美军全部撤出菲律
宾的可能性。菲律宾与美国10月4日启
动2016年度“菲布莱克斯”两栖登陆演
习，杜特尔特曾表示,此次菲美联合军

事演习将是“菲美之间最后一次军事演
习”。

《菲律宾商报》9日披露，经过中
菲两国官员协商，至10月8日已经确定
把杜特尔特总统的访华行程规格从最初
的官方访问升为国事访问，访问日程也
从最初的20至21日，延长至18至21日。
国事访问是两个国家间最高规格的外交
交流。

            （摘自多维新闻网）

杜特尔特上台后一些外交措施引发美国不满（图源：VCG）

蚂蚁金服推VR支付，点头即可付款
10月12日，2016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

深圳开幕。蚂蚁金服展示了全球首个VR支付产品VR Pay。
据了解，VR Pay由蚂蚁金服研发。在虚拟环境中，无论

是购物、直播还是游戏，只要商家接入了VR Pay，支付时用
户不需取下VR眼镜，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应用付钱；而是
可以直接通过触控、凝视、点头等交互方式，就可以在3D
虚拟现实中完成支付。在展台体验的市民戏称，以后再也别
说“剁手”了，有了VR Pay，不用手也能买买买了。

据 VR Pay 研发团队、蚂蚁金服F工作室负责人林锋介
绍，这一技术运用了独有的支付验证方式和安全体系机制，
并结合生物识别技术，让支付更安全。同时也建立了虚拟场
景下的支付标准，如收银台、支付流程、安全认证方式等。

据《第一财经周刊》报道，F工作室是今年年初蚂蚁金
服内部组建的一支大约由7人组成的团队，专项研发虚拟现
实支付，F代表future。

据“36氪”报道，今年7月22日，在上海“淘宝造物
节”上，淘宝推出VR购物Buy＋，让用户体验了在虚拟商店
里在线购物。但用户在虚拟现实环境里观看商品，挑选好后
记住型号，然后脱下VR眼镜，再在电脑或手机上购买，VR
只用于展示商品。这样的支付过程一点都不“沉浸”，但
VR的核心就是提供沉浸式体验。

eBay也已经与澳大利亚零售商Myer合作，建立起全球首
个虚拟现实百货店，打算将12000种商品搬到虚拟空间里展
示并出售。据《第一财经周刊》报道，目前，相关移动客户
端已可以下载，但支付仍是传统在线付款方式。

据蚂蚁金服方面透露，VR支付技术的出现将改变这
一现状，VR体验从此形成闭环，完成了从玩具到工具的升
级，随着VR支付标准的建立，不同场景的VR应用都能接入
支付。

《第一财经周刊》还称，VR Pay将先在阿里内部与Buy＋
合作，不过具体未来虚拟商品库的丰富程度将取决于商家的
态度。未来，支付宝还希望VR Pay对接各种第三方App的支

中国培养3千万足球童
 计划2050年击败巴西

在采煤城市太原的第五实验小学，红毯已经铺就。身穿粉
色和白色服装的女生们站在学校入口，其他学生在校内坐得整
整齐齐的，等待贵宾的到来。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0月12日报道，看到该市教育局局长和
其他当地重要人物坐在台上，摄像机摇来摇去，你可能认为要
来的是外国领导人，但实际上，要来的嘉宾是55岁的汤姆·拜
尔，来自纽约的足球教练。

报道称，拜尔开始了对32个城市多所学校的巡访，这是中
国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利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扩大中国软实
力。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4年培养3000万名足球儿童，到2050
年打造一支能打败巴西、阿根廷和德国等队的国家队。

政府计划到2020年前拥有7万多块足球场，并从海外聘请教
练执教。

报道称，拜尔在日本是很出名的人物，他改变了当地足球
状况。他在国家电视台上的一个节目已经播放了大约15年，他
的课程编成了畅销漫画书。在这段期间，日本从足球界的无名
小卒成长为打破纪录的四届亚洲杯冠军。

他在“校园足球新长征”的标语下给太原小学生上了一节
足球示范课，他说：“这值得一试。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中国是
可行的——能让人们采取行动。”

拜尔很乐观。他指出，日本足球在20世纪80年代还一无是
处，但该国成功闯进了过去五届世界杯。

拜尔正在为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足球技术节目，他说：
“中国是全球唯一有足球政策的政府。这些目标是否能够
实现？我认为可以。中国队并非差劲到以8比0或6比0输掉比
赛。”

彭博新闻社数据显示，从2015年开始，在包括大连万达集
团王健林和阿里巴巴集团马云等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带领下，中
国企业对体育资产的投入至少为17亿美元，主要投向了足球。
五年前，这方面投资基本为零。

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欧洲俱乐部。苏宁6月份以2.7亿欧元
获得了18次意甲冠军球队国际米兰队70%的股权。华人文化产业
投资基金去年以4亿美元获得了英超领头羊曼城队13%的股权。

报道称，中国足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家长们。中国是
“虎妈”之国，而不是“足球妈妈”之国。

东部城市济宁的赵婷婷说，她8岁的儿子没时间踢球。他的
课外活动包括书法、钢琴、英语和搭乐高。

                                    （摘自参考消息网）

付方式，就像如今的支付宝，从电商在线交易延伸到外卖、
餐饮、出行等线下场景，但具体仍要看场景跟VR的匹配程
度。硬件对接方面，F工作室向《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市面
上那些插手机观看的各种VR“盒子”是首先考虑的对象。

但至于Buy +， 阿里 GM Lab 负责人袁岳峰表示项目目
前只是阿里对于人们未来线上购物形态的一种展望。具体是
否会成为高端商品卖家展示的工具仍不得而知，尤其考虑到
沉浸感体验的 Demo 展示工具采用的是高端头显 HTC Vive。

除此之外，据腾讯科技援引外媒报道，今年4月，三星
支付欧洲业务负责人奥斯曼（Nathalie Oestmann）表示，现
在支付行业内已经开始考虑基于虚拟现实的购物应用。一个
佩戴头盔的消费者，可以进入一个虚拟商店，浏览并选择商
品，在这个场景中，三星支付希望能够成为幕后的支付手
段。不过他并未谈到三星支付是否在进行虚拟现实支付功能
的具体开发。

            （图为市民体验VR眼镜，文章摘自36kr.com）

“首善”变“首骗”，陈光标还能走多远？
【本报综合】近日，在大陆媒体的接连曝

光下，陈光标是“首善”还是“受骗”的话题
引发热议。

“首善”变“首骗”
9 月 2 0 日 ， 财 新 传 媒 刊 发 特 稿 《 陈 光

标：“首善”还是“首骗”？》，起底了陈光
标在经商与所谓“做慈善”的过程中存在的做
假、骗捐款、骗头衔、骗项目等不法行为，并
直接点出了包装塑造陈光标的幕后人物包括前
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等人。一瞬
间，大陆网民掀起质疑陈光标慈善造假的小热
潮。

9月21日，陈光标以侵害名誉权、荣誉权
为由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次日新华
网报导了南京市秦淮区法院立案的消息。但此
后，法院方面却迟迟没有向财新传媒发出相关
的法律文书。

正当质疑浪潮渐渐消散之际，10月7日，
澎湃新闻发表社论《陈光标有义务证明自己
的“事迹”》。文章表示，陈光标自己宣扬
捐赠了20亿元做慈善，但熟悉他历史的人却向
媒体暴料他总共可能捐了两三千万元，“悬殊
得有点惊人”。但面对外界的强烈质疑，陈却
只是“选择性地拿出一些票据”作为回应，而
且总是一再重复、高调宣扬他做过的那些“善
事”，对于媒体关注的核心问题却“要么避而

不谈、要么语焉不详”，这
种回应方式“很难和媒体实
现有效质证”，而最终的结果
是，“陈光标始终保持争议，
始终吸引眼球，他也毫不犹
豫地用‘首善’的名人身份
去招揽生意，推广产品。”

起底陈光标
《 中 国 经 营 报 》 称 陈

的主要资产江苏黄埔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从2004年
至2009年就持续亏损，其中
2009年亏损达1696万元，总
资产为1.05亿元，但负债为
9969万元，负债率近95%。主
要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与20亿元的捐款数字相
差甚远，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在问，陈光标究竟
拿什么来捐？

随着媒体的持续挖掘，其光鲜人生终于露
出了另一面。财新网报道，陈光标先结识了山
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再由他介绍给有大内
总管之称的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令计划，后又结识了原中宣传部副部长、公
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等大员。其他媒体点名，他
与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也有特殊关系。有了
这一关系平台，自是有人花钱找上门来。

这其中就有因铁道部长刘铁男案而岌岌可
危的亿万富姐丁书苗。丁书苗案发后，陈光标
曾向纪检部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承认接受了
丁书苗3000万捐款。而据江苏黄埔的一位高管
称，之前陈光标自称的数字是6000万元。这些
人的捐款很显然有着赤裸的目的。陈光标以慈
善名义获取了利益的极致。这样的关系还为他
公司的生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公司先后承
担了中央办公厅085工程、央视过火楼网架拆
除工程等，而其公司成立之时只有房屋拆迁资
质，直到2010年江苏黄埔才获得从事拆除工程
的资质。

2013年12月20日，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12月
22日，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
组织调查。2015年1月4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
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一个个
靠山的倒下终于使得他开始收敛。2014年鲁甸
地震他仅捐20万款物。

今年3月30日，陈光标因涉嫌伪造公章等

问题被警方带走调查。当时知情人士透露，
公安人员从江苏黄埔搜出至少170枚伪造的公
章，包括大量伪造各种慈善机构的官方印章和
合作公司公章。

“首善”风光
2008年四川地震成就了陈光标“中国首

善”的美名，新华网《“中国首善”陈光标
的地震灾区二十天》报道说，他带“100多名员
工，60台设备齐刷刷转向赶往四川地震灾区。一
共救活了11人，背出了200多具遗体。”

这事到了现在却是另一说法。据陈光标公
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地震发生时，
在四川租了几个车，就开始摆拍。后来为了宣
传，才开始从江苏拉车过来。至于救人数字就
是随口一说。

2011年1月，陈光标率50多位大陆企业家
携5亿元新台币到台湾，现场发红包。

2012年12月，陈光标站在高1.6米、长近17
米、重量1.5吨、每10万元扎成一捆垒成的“钱
山”前表示：“这里的现金超1亿元，只是奖
金的一部分，我将拿出2.3亿元奖励3位海内外
青少年发明创新。”他还说：“我知道会有人
说‘作秀’，我已经习惯了。”

2014年6月，陈光标在《纽约时报》刊登
整版广告，要在美国请1000个穷人吃饭，并撒
钱，引发关注。

         （江苏刘工昌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

陈光标垒成的“钱山”（来源：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