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行车王国的无奈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 杰

人们都知道中国素有自行车
王国之称，但现在论人均自行车
保有量，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和荷
兰匹敌。来荷兰的中国游客，特别
是在荷兰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
交通的游客，几乎都会为公交站
附近山丘般的自行车停车场、火
车上的自行车停放点和自行车享
有的绝对通行权感到惊叹。荷兰
自行车保有总量为

!"##

万辆，比
该国人口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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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适龄骑车者

人均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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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每天骑车出行人
数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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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荷兰是真正意义上
的自行车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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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荷兰出现第一辆自
行车时，荷兰人便喜欢上了这种轻
便的交通工具。荷兰地势平坦，很适
合自行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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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荷兰便
开始修筑专门的自行车公路，并在
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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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持续修建自行车
道，目前荷兰自行车道总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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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里。这些道路标志明显，路面为

红色，配备专门的路标和交通信号
灯，并有人定期维护。

但自行车王国现在面临着种
种问题———大量自行车造成的交
通拥堵、霸占路权、停车位不足导
致的乱停乱放、自行车失窃率高
等。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当局表
示：“自行车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
具，但本市自行车数量一直在增
加，道路已经不够用了。”荷兰自行
车协会成员博特告诉记者：“荷兰

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国家，自行车使
用者已经把道路用光，这很让人头
疼。”荷兰《忠诚报》也刊文指出，自
行车引发的各种问题在阿姆斯特
丹、乌特勒支等大城市尤为明显。
阿姆斯特丹道路不宽且其中近一
半用于有轨公交，自行车道很窄，
所以骑行者经常占用汽车道。有一
位初次开车到阿姆斯特丹的比利
时司机向记者抱怨自行车太多，有
些骑行者不守规矩霸占汽车道，他

都不敢在这里开车了。
除了通勤的自行车外，荷兰还

拥有大量的自行车爱好者。每到周
末，荷兰乡间公路和林间小路都有
自行车爱好者训练的身影。据欧洲
交通法律规定，自行车在公路上享
有很高的路权，汽车必须避让，所以
他们骑行速度很快，这造成了不小
的安全问题。荷兰自行车协会表示，
该国引发死亡的车祸事故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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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骑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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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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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死
于自行车骑行。随着电动自行车和
轻型摩托车的增加，自行车的空间
也被挤压了。荷兰当局已决定，允许
时速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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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摩托车使用
自行车道。今后荷兰的道路将更加
拥挤，危险度更高，这或许就是自行
车王国的尴尬吧。
（本报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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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改善服务力争中国游客
本报驻韩国记者 马 菲

“访韩外国游客的重心正从日
本转向中国，中国迟早会成为韩国
旅游业的最大市场。”韩国国家竞争
力强化委员会委员长孙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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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该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上述
表示。

在当天会议上，韩国政府决定
进一步简化对华签证办理手续，实
现韩中两国旅游区域一体化。政府
计划首先为医疗观光游客提供在网
上可以办理签证的服务，并为转机
游客实施扩大免签证服务。

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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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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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

本访韩游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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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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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人，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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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游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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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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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幅达
!"#-

。
在今年中国国庆长假期间，访韩中
国游客达

!$%'

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总消费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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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韩元（约合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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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韩国媒体认
为，中国游客已成为韩国新的经济
增长动力。

在韩国旅游发展局的网站上，
记者看到一张名为“韩日两国中
国游客签证制度比较”的表格。表
格从个人旅游签发对象、是否签

发个人旅游多次签证、签证签发
使领馆、提交材料、滞留期限等多
个方面比较了韩日两国对华旅游
签证制度，着力突出韩国为中国
游客办理赴韩旅游签证提供的优
待和便利。

除了放宽签证制度，韩国近年
来还不断出台新措施来改善旅游环
境，服务中国游客。游客一抵达韩国
最大的仁川国际机场，“热烈欢迎中
国游客”的大型红色条幅便映入眼
帘；首尔各处的旅游咨询处都提供
免费的中文旅游指南和咨询服务；

在各大商场和免税店，大量会中文
的服务员随时为中国游客提供导
购；购物结账时，中国的银联卡能享
受多种优惠，部分商家还接受人民
币结算；从机场回国前，免税商品不
仅可享受人民币退税，退款还可直
接打入银行卡中……

近年来选择“自由行”方式访韩
的中国游客正不断增多。韩国旅游
发展局的统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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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自
由行”方式来韩旅游的中国游客人
数已占全部中国游客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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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该比重仍在以每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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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

增加。
随着大量中国游客访韩，韩国

国内旅游市场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韩国国内住宿设施不
足、接待游客能力有限，低价旅游商
品损害游客利益等。针对这一问题，
韩国政府在当天会议上制定出解决
方案：首先，将对提供劣质旅游服务
的旅行社采取行政处罚，加强相关
管制，避免低价恶性竞争；其次，为
游客提供标准价格信息，公开非法
经营旅行社名单等，净化韩国国内
旅游业的经营环境。
“现在，全世界都在争夺中国游

客。”韩国旅游发展局中国部部长韩
和埈对记者表示，韩国一直在研究
更好地接待中国游客的方案和措
施，保护中国游客的合法权益，努力
使访韩的中国游客数量未来保持年
均两位数以上增长率。

（本报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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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中国照片在巴黎展出
本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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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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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王芳、李志伟、崔悦）“前尘影
事———最早的中国照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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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首度公
开展出迄今所知最早的一批记录中国的照片。

展品包括法国人朱尔·伊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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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中国拍摄的
!'

张珍贵
照片、拍摄日记以及摄影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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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尼埃普斯和达盖尔发明
的“达盖尔银版法”摄影术在巴黎公布，宣告摄影的诞生。数年之后，
海关官员朱尔·伊捷携带新发明的摄影器材，乘船来到中国的广州和
澳门。他拍摄的照片以当地风景、建筑和人像为主题，成为西方人观
察中国、记录中国的最早历史档案。

展览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摄影博物馆和中国文学艺术联
合会基金会共同举办。据悉，这批展品还将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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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明年
&

月
间，分别前往北京、浙江丽水和湖北武汉展出，与中国观众见面。

中美投资贸易及法律论坛举行
本报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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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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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吴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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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美国国际商务理事会和中美法律交流基金会共同主
办的中美投资贸易及法律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此次论坛旨在为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法律专家提供一个沟通交流
的平台。

联合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长期封锁

本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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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席来旺、吴云、丁小希）第六十
七届联合国大会以

!""

票赞成、
&

票反对、
$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长期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续
$!

年通过类似决议。
在当天的联大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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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加勒比共同体、
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以及古巴等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
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要求美国
取消对古巴的制裁。

美国代表为本国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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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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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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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综合
本报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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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圆满闭
幕，国际舆论对此次会议予以密切
关注和高度评价，普遍认为中国共
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得
更加富强。

泰国《民意报》、《泰叻报》、《经理
人报》等多家媒体持续关注中共十八
大。《民意报》和《经理人报》发表文章
认为，十八大不仅关系到十几亿中国
民众的未来，还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
要影响。《泰叻报》认为，十八大向外
界传达出了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贯彻透
明、民主、和平的执政理念。

印度主流媒体
!*

日纷纷对中
共十八大胜利闭幕予以关注。印度
《展望》杂志刊文称，随着十八大的闭
幕，吸引世界目光的中国新一届领导
集体也呼之欲出。印度亚洲新闻社当
天则报道称，在十八大闭幕之际，中
国经济也传来利好消息，特别是继工
业产值、零售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
等领域都已出现增长之后，中国近几
个月来电力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显示
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

俄新社、俄塔社、《生意人报》网
站等俄各大媒体均对十八大闭幕进
行了密集报道。俄新社对会议进程
进行了回顾，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
路不会改变，已经确立了下一个时
期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俄新社政
治观察员柯西廖夫表示，中国以及
她的一举一动对世界来说将都越来
越重要，十八大的召开，团结起了一
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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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民的国家。
印尼《千岛日报》记者沈慧认

为，这次大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和
胜利。他表示，相信中国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将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
设得更加富强。

南非《新闻
$*

小时》网站
!*

日
报道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

!*

日正式闭幕，历时一周
的大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将对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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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生重大影响。
卢旺达《新时代》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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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
道说，中共十八大

!*

日闭幕，大会将
科学发展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
南，这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发展更加均
衡和公平。

肯尼亚《民族日报》网站
!*

日报道称，作为中
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共十八大选出的党的新一
届领导集体，将领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提高
!&

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创造新繁荣。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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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时段的
整点新闻中都播出了十八大闭幕的消息。新闻说，
这次大会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定下
基调。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瑟
拉耶什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共十八大是
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过去十年，中国取得了
惊人的发展成就，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
导下，中国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路易斯·戈麦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
始终不骄不躁、严于律己，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
从其执政实践和他国经验中汲取营养，努力丰富和

发展自身党建理论和执政水
平，极大地保证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从一个辉煌走向另
一个辉煌。

墨西哥拉美记者协会副主
席特奥多罗·伦特里亚对中国
的迅猛发展成就和中共的执政
能力十分肯定。他说：“如果你
问我一个国家怎样才能获得更
大进步和发展，那么我会说，请
向中国学习吧，那绝对是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最佳样板。”

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政
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维尔纳·魏
登费尔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中国不应该走西方的
道路，这是由中国的民族和文
化特性决定的。保持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就要求世界上不同
国家应该保留自己的政治、文
化特色。

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
院教授霍斯特·洛切尔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十八大召
开的重要性在于为中国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十八大及时指
出了中国在过去十年发展基础
之上，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
质量，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合
理分配，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
未来发展之路。十八大对于共
产党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同样
十分关键。

比利时智库当代中国研究
所的资深研究员傅立门认为，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会继续致力
于确保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
稳步发展，中国经济的稳定，对
于欧洲有利。

意大利亚洲观察中心学术
委员会主席奥兰迪在中共十八
大闭幕之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仍将面临艰巨
的任务，需要处理好沿海发达
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的关系，
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
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营
企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
今后很难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
题截然分开。在经济全球化高
度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在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越来越凸
显其作用，这就需要中国更加

开放。
澳大利亚圣乔治银行经济学家贾斯廷·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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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衷心祝贺中共十
八大闭幕。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继续深化
经济改革，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保持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健
康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布鲁塞尔智库欧盟亚洲中心负责人弗雷泽·卡
梅伦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不会有大的改变，因
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欧必须共同努力。过去
几年中，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
国对欧盟的投资与援助也帮助了深陷欧债危机的
欧洲。相信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认识到与欧
洲合作的潜力，继续加强双方在各领域的对话与合
作，实现双赢。
（记者孙广勇、廖政军、谢亚宏、张慧中、苑基

荣、张建波、张梦旭、李中海、邹志鹏、黄发红、刘歌、

史克栋、李景卫、张杰）

外国记者高度评价十八大的新闻服务工作

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开放透明
本报记者 孟祥麟 韩晓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月
!*

日在
北京胜利闭幕。此次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国际舆
论给予了高度关注。报名采访此次党代会的国内外记
者达到创纪录的

$+&$

名，其中
!+#*

名是境外记者。外
国媒体记者对此次大会主办方为媒体记者提供的新闻
服务表示赞赏，普遍认为此次大会为他们的新闻采访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驻华记者马苏德·萨塔尔·

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发展日新月异，
中共十八大吸引了世界目光，外国媒体主要关注的是
中国今后的政治经济走向以及中国的发展将会对世
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比以前更加开
放，我们对新闻中心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马苏德
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他第二次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上次采访十七大时还没有见到这么多的外
国记者。他列举了新闻中心为媒体记者提供的各种
便利条件

.

比如免费提供电视信号、电台信号、有关十

八大的实时图片以及免费上网和付费
电话传真服务，新闻中心网站还及时发
布会议的各项议程、动态、公告和通知
等。会议主办方组织了多场新闻发布
会、联合采访和参观考察活动，让外国
记者增进了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
解。他特别指出，新闻中心及时处理媒
体提出的采访代表的申请，目前他已经
采访了

*

位党代表，还得到了在发布会
上提问的机会。
“我对十八大的新闻服务总体上

感到满意，新闻中心给我们的采访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我还在广东代表
团的开放日得到了提问的机会，可以
说，十八大不仅给我们也给世界提供
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绝好机
会”，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马谦对本
报记者说。

埃及国家通讯社中东通讯社驻华首
席记者埃伊曼·埃勒卡迪对本报记者表
示：“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报道这一历史
性的盛会。这次大会不仅对中国的未来
十分重要，对全世界来说也具有非比寻
常的意义，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
使世界取得平衡。”埃伊曼说，一些西方
媒体的叙述是不可信的，他要客观报道
这次大会，向埃及人民传递一个清晰、真
实的中国形象。在大会期间，他集中报道
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受益，报
道中国发展与进步的经验同时也可以为
埃及提供借鉴。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莫康达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外国记者对十八大
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极大的热情。通过报道
十八大，外国记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
和中国共产党，并将有关中国的信息传递
给了世界。他说，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给
外国记者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积极协调
安排对与会代表的采访，他对此次大会的
新闻服务工作感到满意。

乌克兰《明镜周报》记者艾力克西表
示，这是他第三次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他感到中国共产党越来越
开放，越来越透明。他说：“新闻发布会、
联合采访、媒体开放日、参观采访……新
闻中心为我们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各种便
利条件，我通过采访获得了很多素材，回
去以后我要写一个整版的文章来报道这
次大会。”

沙特阿拉伯主要英文报纸《沙特公
报》记者劳拉·巴什拉希尔对本报记者
说：“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报道这样的盛
会。一下飞机，我就想尽可能地多走走，
多看看。十八大新闻中心为我们准备了
相关的报纸和杂志以及我需要的所有材
料。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使我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官方信息。
此次大会信息公开透明，外国记者的采
访活动没有障碍。”

中外记者在新闻中心工作。 本报记者 孟祥麟摄

十八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孟祥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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