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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养禽人都想从韩国
的炸鸡啤酒热中捞一笔时，韩
国本地的鸡肉市场却陷入价格
走低、利润缩水的境地。

2014 年热播韩剧《来自星
星的你》引发韩国人对炸鸡啤
酒的狂热追捧。此后，出售炸
鸡啤酒的连锁店在韩国犹如雨
后春笋。

韩国农林畜产检疫本部
2014 年 11 月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受啤酒配炸鸡人气持续火
爆等因素影响，当年 1 月至 10
月，韩国鸡肉进口量超过 10.7
万吨，超过2013年全年的10.3
万多吨。

两年过去，这一风潮并未

消退。外卖炸鸡啤酒的服务可
谓无处不在，可以把最新鲜的
炸鸡啤酒——现在韩国简称

“炸啤（Chimaek）”——送至
家门口、办公室和野餐现场。

美国的肯德基也未能免
俗，已在韩国开设“肯德基‘炸
啤’”店面。

在首尔一家烤肉连锁店，
现年24岁的金仓厚（音译）说，
他和同事本计划前往一家寿司
店用餐，但最终决定去吃“炸
啤”。

路透社 16 日援引金仓厚
的话说：“我情不自禁地想吃
鸡，即使我在吃寿司的时候也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是

这样，但我总能想起鸡，而且鸡
肉总是好吃。”

为争夺鸡肉市场份额，韩
国本土养鸡商竞争日益白热
化，已形成供应过剩和价格下
跌的情况。

韩国鸡肉市场现在由哈里
姆、同宇和马尼克三家供应商
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哈里姆董
事总经理朴朱诺（音译）承认，
鸡肉商正在进行“懦夫博弈”，
都在寄望自己的竞争对手先举
白旗。

朴朱诺认为，随着遭到宰
杀的鸡数量今年夏季减少，市
场失衡状态今年下半年有望缓
解，但随着美国和泰国的鸡肉

再度出口到韩国，明年市场将再
次供应过量。

韩国今年 7 月取消从美国进
口鸡肉的禁令，可能今年11月恢
复从泰国进口鸡肉。韩国政府当
时下达禁令的原因都是禽流感。

不过，美国对韩国鸡肉市场
的现状并不悲观。美国农业部预
期，受“炸啤”风潮影响，韩国鸡肉
市 场 今 年 将 增 长 5％ 至 101 万
吨，2017年将继续增长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
示，韩国人2015年人均食用鸡肉
14.2 千 克 ，是 1990 年 时 的 近 3
倍，但仍仅为全球人均食用量
28.6千克的一半。

新华社专特稿

本地鸡肉市场陷入价格走低、利润缩水境地

炸鸡啤酒“玩坏”韩国养鸡业

10 月 16 日，在美国洛杉矶，人们在游园会上欣赏由南
瓜灯摆设成的“中国龙”造型作品。

万圣节临近，美国洛杉矶举办南瓜灯游园会，数千只南
瓜灯被巧妙地布置成各种造型，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巴格达10月17日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南部一安全检查站附近 17 日遭遇汽车炸弹袭
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25人受伤。

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南部优素菲耶地区一个检
查站。正当一个护送什叶派士兵的车队驶过该检查站时，
附近一辆装满炸弹的车辆被引爆。死伤者包括警察、士兵
以及平民。

当天早些时候，伊军方对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动
总攻，意图夺回该城市。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是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目前在伊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座城市。

今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加大了对政府控制地区的
袭击。据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统计，仅今年9月，伊境内发
生的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造成1003人死亡、1159人受伤，
绝大部分死伤者为平民。

致10人死亡

巴格达南部发生
汽车炸弹袭击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 15 日再曝惊人言论，
指责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在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期间的活
跃表现缘于“嗑药”，要求她接受
药检。

最近数日，先后有10名女子
指认特朗普曾对她们不轨。缠身

“非礼门”之际，特朗普的反击策略
是：一方面攻击对手希拉里“嗑药”，
另一方面抨击美国选举存在舞弊。

提议药检

特朗普 15 日在新罕布什尔
州朴次茅斯市一场竞选集会上
说：“我们应该（在举行第三场总
统电视辩论）之前接受药检，因为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在上一
场辩论中，她一开始就兴奋得不

得了，到最后却变成，‘嘿，扶我下
去’，她几乎无法走到汽车旁。我
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一次药检，反
正我是愿意接受检查。”

“我们就像运动员，”特朗普
说，“运动员都必须接受药检。我
认为，我们也应该在（10 月 19 日
第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前接受
药检。为什么不呢？”

当现场有人询问特朗普具体
是指希拉里吸食何种毒品以提高
辩论表现时，特朗普没有予以回
答。

本月早些时候，一个支持特
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放
了一则竞选广告，质疑希拉里的
身体状况不适合出任总统。广告
词说，“如果运动员参加人生中最
重要的一场比赛之前需要接受药
检，那么（总统）竞选者参加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之前难道不应
该接受药检么？”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眼下特朗普
和希拉里的身体状况均受到密切关
注。有人注意到，特朗普在前两场电
视辩论中频繁抽鼻子。佛蒙特州前
州长霍华德·迪安在一条“推特”微博
客中暗示特朗普可能吸食可卡因，但
后来就这一言论作出道歉。

希拉里 9 月出席公开活动时身
体不适，由人搀扶退场，后证实罹患
肺炎。知情人士随后曝出，希拉里
早有患病后“硬扛”的先例，讳疾将
近20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眼
下陷入“非礼门”丑闻，但是他落后
于希拉里的差距并未显著拉大。美
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16日发
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眼下希拉
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 47％、

43％；而在第一场电视辩论后，两人
的支持率分别为46％、44％。

指责舞弊

特朗普15日发送多条“推特”，
指责美国总统选举存在舞弊。他暗
示，如果他 11 月 8 日败选，那么这
场选举一定“被人动过手脚”。

特朗普在一条“推特”中写道：
“百分之一百动过手脚，（有关非礼
的）指控纯属捏造，幕后推手是媒体
和克林顿竞选团队，可能会毒害美
国选民的思想。补救！”

他在另一条“推特”里说：“媒体
助推虚假、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赤裸
裸的谎言，选举存在舞弊，就为了把
无耻的希拉里选上台！”

特朗普在另一条“推特”里写
道：“希拉里·克林顿应该受到起诉，

应该被关进监狱。结果，她反倒在
一场看起来被动过手脚的选举中竞
选总统。”

过去数月里，特朗普多次警告
美国总统选举存在舞弊，例如“摇摆
州”宾夕法尼亚的费城等地。

希拉里阵营坚决否认特朗普的
说法。希拉里团队竞选经理罗比·
穆克说：“应该全力以赴地参与竞
选，全力以赴地拿下选举⋯⋯应该
鼓励参与，而不是由于一名竞选者
担心输掉选举，就打击或消磨人们
的积极性。”

特朗普抨击美国选举制度，在
共和党内部招致猛烈批评。众议院
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的发言人
阿什莉·斯特朗说，瑞安不认同特朗
普的这番言论，“议长充分相信各州
会诚实地举行选举”。

新华社专特稿

同时指责选举存在舞弊

美国总统选举再曝惊人言论——

特朗普抨击希拉里“嗑药” 新华社东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沈红辉）据共同社报
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7 日上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
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报道说，靖国神社 10 月 17 日至 20 日举行秋季例行大
祭，安倍在此期间将不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2012年年底再任首相后，每年春秋例行大祭均向
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并在 2013 年年底进行参拜，受到包括
中韩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安倍内阁厚生劳动大臣盐崎恭久、众议院议长大岛理
森、参议院议长伊达忠一等人当天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着包括东条
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长期以来，日本部分
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
关系紧张。

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
供奉祭品

数万人 16 日走上法国首都巴黎街
头，要求废除社会党政府三年前推动通
过的同性恋婚姻法案，呼吁总统选举候
选人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

示威者同时要求禁止使用辅助手段
或代孕使同性婚姻家庭养育儿女。按照
法国现行法律，辅助生育的技术手段或
代孕只能帮助不孕不育的异性夫妇。

法国定于明年 4 月至 5 月举行总统
选举。誓言夺回爱丽舍宫的右翼在野党
共和党本月 13 日启动竞选人电视辩
论。右翼政党在婚姻问题上偏向保守，
是示威者希望影响的主要对象。不过已
宣布参选的主要政党竞选人无人参与当
天的游行。

法国社会对同性婚姻接受程度相对
较高，议会 2013 年 4 月立法确认同性婚
姻合法化，但保守派激烈反对，造成社会
撕裂。2012 年至 2013 年，保守派团体
曾多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参与者多
达数十万人。

16日游行的组织者称当天起码有20
万人参与，警方估计实际人数在2.4万人
人左右。一些同性恋团体举行“反示威”，
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13人被捕。

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法国人不希
望废除同性婚姻法。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16 日说，如
果他当选，不会这么干，因为法国还有
治安、反恐、促进就业等许多重要问题
需要解决，没必要再来一场歇斯底里
的辩论。

据新华社微特稿

巴黎万人上街

要求废除
同性婚姻法

这是10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拍摄的垮塌后的大桥。10月16日晚，连接巴厘岛两大景点伦邦岸岛（又称蓝梦岛）和切宁安岛（又称金银
岛）的一座桥梁垮塌。事发时，有超过 100 人正在桥上参加宗教仪式。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 9 人死亡、34 人受伤，另有人员下落不
明。 新华社／法新

美国共和党在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党部夜间遭纵
火，肇事者还留下“纳粹共和党人滚出城”等字样。

美联社报道，奥兰治县首府希尔斯伯勒镇政府 16 日
说，前一天晚上，有人向共和党设在当地的县党部投掷燃烧
瓶，燃烧瓶砸穿前窗，导致屋内起火，办事处几乎被烧得一
干二净。

从现场照片看，室内墙壁一片焦黑，地上满是玻璃碎片
及其他残渣。靠墙的沙发烧得只剩弹簧，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广告牌几近熔化，印在上面的标语
变得扭曲。隔壁建筑物的外墙还被喷上几行黑字：“纳粹共
和党人滚出城，否则后果自负”。

共和党北卡州主管达拉斯·伍德豪斯怒称，这是“政治
恐怖主义”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说法，北卡州是今
年总统选举至关重要的“摇摆州”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在社交媒体上谴责纵火袭击“令人发指且无
法接受”。特朗普则把矛头指向希拉里的支持者，说：“因为
我们要赢了，代表希拉里和北卡州民主党人的禽兽用燃烧
弹袭击了我们在奥兰治县的办事处。”

不过，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在北卡州领先特朗普3到
6个百分点。 新华社微特稿

美共和党北卡州
地方党部遭纵火

莫把民粹当民主我市现代服务业如何“补短板”？

在公众眼中，英国王室高贵从容，但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光鲜亮丽的王室
也曾生活在危险甚至恐惧中。

《每日邮报》16 日报道，二战期间，
德国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曾计划劫
持英国王室逼迫英国投降。为挫败希特
勒的阴谋，英国发起代号为“摇摆木马”
的行动。

安德鲁·斯图尔特在新出版的《国
王的私人军队》一书中披露了有关史
实。他告诉《每日邮报》记者，德国情报
显示，希特勒曾计划在轰炸英国首都伦
敦市中心后，让伞兵从低空飞行的飞机
上跳下、进入白金汉宫抓捕任何能够找
到的王室成员。斯图尔特说，德国纳粹
强调要活捉王室成员，显然希特勒认为
俘获英国国王及其直系亲属会迫使英
国投降。

为保护王室，英政府从冷溪卫队中
精挑细选 200 名精兵强将，将他们训练
为王室的保镖和司机，随时准备护送国
王乔治六世、伊丽莎白王后及他们的女
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前往伍斯特郡的
马德雷斯菲尔德庄园。这所庄园被选为
王室避难所，它的主人是冷溪卫队一位
军官的朋友。一旦王室行踪暴露，庄园
附近的塞文河会成为他们的“逃脱密
道”。

当时，乔治六世认为纳粹的威胁非
同小可，他每周都会花几个小时在白金
汉宫的练靶场上练习左轮手枪射击。此
外，每名王室成员都将随身物品收进手
提箱，时刻准备“大逃亡”。

据新华社微特稿

新书披露纳粹
密谋绑架英王室

（上接A1版）民粹主义中包含了民主的因素，但如果脱离法
治的限制，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民主要求理性，但民粹主义可能非理性化。民主之所
以需要理性，是因为民众的利益是多元的，不同的利益主体
通过理性沟通、交流和协商形成共识，才能达到民主和真理
的统一。但民粹主义为了吸引眼球或宣泄情绪，可能将真
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放在一边。比如，因受到难民潮冲
击，欧洲一些右翼分子煽动种族主义、传播排外言论等，就
可以说是这种非理性思潮的表现。民粹主义貌似激进，但
常常也代表着一种保守落后的倾向。

民粹主义中的非法治化和非理性化因素如果不加克
服，就容易发展成为冲击民主法治文明的负面因素，结果会
破坏社会安定、损害人民利益。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民主法
治建设中，应注意辨别哪些是民粹主义思潮，避免把民粹主
义当作民主。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让人民群众
在法治轨道上表达诉求、维护权益。

（上接 A1 版）争创市星级服务
业集聚区和省级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滚动培育100家
主营业务突出、品牌效应明显、
市场竞争力强的服务业优势企
业，力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省
级“生产性服务业百企升级引
领工程”领军企业行列。每年
实施100个市级服务业重点项
目（含制造业服务化重点项
目）。

二、实施互联网平台经济
发展工程。以建设“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省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等为契机，打造一批

以网络交易为核心、以供应链
管理为支撑、后台大数据分析
与品牌建设协同发展的网络平
台批发零售企业，积极引导企
业全面触网。创新设立市级平
台经济集聚区、培育认定一批
省市级互联网平台企业，形成
平台企业集聚，融资担保、人才
培训、物流仓储、孵化培育等配
套服务功能较强的全市互联网
平台经济生态系统。

三、实施服务业对接融合
发展工程。全面实施制造业服
务 化 企 业 培 育 计 划（2016-
2020），创建一批企业创新中

心，着力扶持 100 家制造业服
务化重点（示范）企业，鼓励企
业加快向扁平化、平台化的创
新型组织转型。重点推进服务
业集聚区与工业集中区“两区
融合”，积极探索“区中园”建
设，合理布局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中心。

四、实施服务业改革创新
试点工程。在服务业集聚区、
街道、镇和开发区积极开展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和服务业示范
区创建工作。推进常州创意产
业基地等开展市级服务业发展
示范区创建工作。支持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申报省级服务业综合
改革试点、科教城创建省级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争取先试
先行政策。重点选择大数据产
业、设计产业以及服务业重点产
业，进行产业创新试点。

五、实施服务业人才引进培
养工程。围绕全市服务业重点发
展领域，招引一批现代服务业创
新创业人才队伍。建立服务业人
才培养基地，加快企业再培训中
心建设，启动实施服务业及制造
业服务化重点企业经营管理者、
研发设计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中长
期培训计划（2016-2020）和产
业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孙东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