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喂孩子可乐说起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墨

西哥 15岁以上人口肥胖率达

33.3%，即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

人有肥胖问题。与此同时，墨西哥

糖尿病成人发病率在经合组织成

员中最高，达15.8%，为平均水平

7%的两倍多。

从饮食习惯看，不少墨西哥人

喜欢高热量、高糖分的食品，包括

快餐和碳酸饮料。这些食物富含

脂肪、糖、盐及化学物质，易于填饱

肚子且价格经济实惠。有的父母

甚至把可乐放在奶瓶里喂孩子。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欧睿国际提供

的数据，墨西哥人平均每人每年消

耗约163公升碳酸饮料。

伴随肥胖问题而来的不仅有

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和营养不均衡

导致的慢性病。墨西哥竞争力研

究所发布报告称，墨西哥民众罹患

的数十种疾病都和肥胖脱不了关

系。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

墨西哥卫生部长何塞�纳罗介绍，
墨西哥国内糖尿病患者2016年增

至10.5万，较前一年增长了7000

人。

祸起北美自贸协定？

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

哥三国缔结的北美自贸协定生效，

降低或消除了相当一部分商品关

税。墨西哥媒体《宇宙报》指出，随

着协定的生效，墨西哥迅速沦为

“垃圾食品”天堂。

墨西哥媒体援引民间组织“消

费者力量”负责人亚历杭德罗�卡
尔维约的话报道，墨西哥当局未能

及时出台政策保护民众饮食结构，

放任市场自由，造成市场上一时间

低质量食品泛滥、垃圾食品广告横

行。

墨西哥传统食品羊肉、玉米饼

和仙人掌等，多为低脂肪、高纤

维。市场放开后，墨西哥民众对加

工速食食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谷物蔬菜水果摄入减少，造成许多

墨西哥人不要“玉米饼”而要“汉堡

包”的现象。

不过，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

学外贸专家阿里贝尔�孔特雷拉斯
认为，北美自贸协定并非墨西哥肥

胖问题的决定因素。在当今社会，

肥胖和超重已经成为“世界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技术不

断发展，深刻影响了民众生活和饮

食方式，包括把人“养胖”。

总统号召全民减肥

墨西哥政府已经意识到肥胖

问题的严重性，发起全国“减肥革

命”，号召全民减肥。

2013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

发布行动方案，呼吁民众多散步，

多走楼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

生活。

培尼亚提倡推广更健康饮食，

鼓励食品企业改良配方，生产低卡

路里或高纤维食品。他还决定对

每百克卡路里含量超过275的高

热食品收税8%，同时对软饮征税。

相关举措初显成效。2014

年，墨西哥将含糖饮料关税提高至

10%后，这类饮料销量随即下降一

成。墨西哥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

策，在2024年前减少2.5%的肥胖

率，并在2030年前预防13.4万起

糖尿病病例。

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也在积

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加强

控制垃圾食品广告投放，尤其是面

向未成年人的投放，并希望未来通

过对含糖饮料征收20%的惩罚性

关税，在减少肥胖问题上取得双倍

成效。 （新华）

▲墨西哥10个月大的小路易斯在遭受肥胖折磨

几个月前，体重近600公斤、有世界最胖之称的墨西哥男子胡安�
佩德罗�佛朗哥刚完成缩胃手术、迈出减肥第一步；现在，10个月大的
小路易斯又在遭受肥胖折磨，出生时仅3.5公斤的他，体重已经飙升

至28公斤……从儿童到成年人，究竟是什么“养胖”了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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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在石狮曾坑新大街石永路的房屋（宗地号

1-19-084），产权人吴荣生持有1991年颁发的《土地使用

证》狮字第1103490号、《房屋所有权证》狮字第103281号。

因保管不慎，上述房产权证原件遗失。若有异议，请于见报

即日起三个月内向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登报期满

无异议，本人将按规定申请补发不动产权证。取得新的不

动产权证后，上述房屋的原房地产权证原件作废。

声明人：吴荣生 日期：2017年11月15日

产
权
声
明

根据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函（2015）狮

执字第1977号要求：因被执行人王守计名下址在石

狮市湖滨新湖金光巷6-24号的《房屋所有权证》狮

湖字第0661号，《土地使用证》狮湖（98）字第0523

号，无法收回，公告上述证件原件作废

声明人：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5日

公

告

根据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函（2015）狮

执字第4146号要求：因被执行人蔡丽敏、高铭剑名下

址在石狮市湖滨民生路160号的《房屋所有权证》狮

建房权证湖滨字第017273-1、017273-2号，《土地使

用证》狮地湖国用（2015）字第00359-1、00359-2号，

无法收回，公告上述证件原件作废。

声明人：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5日

公

告

根据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函（2016）闽

0581执4432号要求：因被执行人林朗莎名下址在石

狮市东港路188号百德�康桥假日33幢305的《房屋
所有权证》狮建房权证宝盖字第014215号，《土地使

用证》狮地宝国用（2011）第01478号，无法收回，公告

上述证件原件作废。

声明人：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5日

公

告

兹有“石狮市阿莎力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变更

为“泉州中宝盛世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现将刻有“石狮市阿莎力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泉州中宝盛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文河童装店不慎

遗失福建省石狮市国家税务局

2011年4月18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350581L36530110号，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文河童装店
2017年11月15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中闯投资有限公

司”于2017年11月13日变更为“中

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将刻有

“石狮中闯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作废。

特此声明

中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广骏便利店不慎

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

年10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2YN1X69J，特此声明

作废。

石狮市广骏便利店
2017年11月15日

遗失声明

国际视窗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
电 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
榜单13日发布，中国超算“神威�
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连续第四

次分列冠亚军，且中国超算上榜总

数又一次反超美国，夺得第一。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每半年发

布一次。此次中国“神威�太湖之
光”和“天河二号”再次领跑，其浮点

运算速度分别为每秒9.3亿亿次和

每秒3.39亿亿次。美国连续第二次

没有超算进入前三名。美国“泰坦”

继半年前被瑞士“代恩特峰”赶超而

落到第四名后，此次又被日本的“晓

光”超过，屈居第五名。

有业界人士指出，美国能源

部正支持建造两台新的超算

“Summit”和“Sierra”，其中“Sum-

mit”计算性能是“神威�太湖之
光”的约两倍，预计明年投入使

用，所以最快半年后，美国有望再

次拥有全球最快的超算系统。

再看上榜总数，中国去年6

月以167台对165台的微弱优势

首次超过长期独占鳌头的美国；

去年11月，两国均有171台上榜，

并列第一；今年6月，美国以169

台对159台反超中国，再获第一。

但此次中国上榜总数达到历

史最高的202台，而美国降至144

台，双方又一次交换位置。

从厂商来看，中国浪潮表现

出色，这次上榜数量从半年前的

20台上升至56台，在计算机企业

中位列第三。浪潮高性能服务器

产品部总经理刘军介绍说，中国

超算近年投入很大，企业建设提

供高性能计算服务方面步伐也很

快，中国超算研发单位和厂商也

注重产品技术创新，所以整体竞

争力和表现有了较大提升。

面对成绩，刘军强调说：“我

们需要清醒地看到，目前高性能

计算市场上主流产品的核心技术

如CPU（中央处理器）、GPU（图形

处理器）都由美国公司主导并掌

控。虽然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应用

能力和人才储备有了一定改善，

但与美欧相比差距还是很大，需

要持续努力发展。”

中国再次登顶新一期全球超算500强榜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1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13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说，俄罗斯与土耳其关

系可以被认为几乎完全恢复。

普京说，俄土贸易额继2016年明显下滑后，今

年前八九个月增长超过三分之一，俄土还就一系列

地区和国际问题展开合作。

土耳其2015年11月击落一架在叙利亚执行任

务的俄战机，作为回应，俄罗斯2016年1月对土耳

其实施包括禁止从土进口农产品在内的一系列经

济制裁。2016年6月，埃尔多安向普京就击落俄战

机事件道歉，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俄方逐步取消对

土制裁。

普京说俄土关系
几乎完全恢复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
13日发布公告，再次提醒在马
和拟赴马的中国公民继续对鼠
疫保持高度警惕。公告显示，
日前在马疑似感染鼠疫的中国
公民已治愈出院。

公告说，马达加斯加境内
鼠疫疫情并未结束。

世卫组织3日发布的公报
显示，自今年8月1日鼠疫疫情
在马达加斯加暴发以来，已确
诊1947例鼠疫患者，共造成
143人死亡。 （新华）

涉嫌定期“纳贡”
原朴槿惠大秘被捕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13日说，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国频道已在当地登记为“外

国代理人”。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文频道当天援引西蒙

尼扬的话报道说，在刑事诉讼和登记为“外国代理

人”之间，“今日俄罗斯”选择了后者。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已运营数年。此

前，美方曾指责俄罗斯官方媒体涉嫌干扰去年举行

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司法部9月要求“今日俄罗

斯”美国频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按照美国相关

法律，“外国代理人”代表外国政府等实体在美国从

事与政治相关活动。“外国代理人”需要定期向美方

报告与外国委托人的关系及在美国的活动和财务

收支等情况。 （新华）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3日电
一个国际团队13日发布报告指

出，在连续3年保持平稳后，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7年预计会

上升2％。

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碳计

划”的主导下，这份报告由多国研

究人员合作完成。报告13日以不

同文本形式发布在英国《自然�气
候变化》和英国《环境研究通讯》以

及德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

的网络版上。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

团队评估后认为，2017年人类活动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达410

亿吨。研究人员表示，化石燃料使

用以及工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90％。

科学界一个观点认为，为缓解

全球升温带来的影响，碳排放峰值

需要尽快到来，而这一最新分析结

果无疑是个坏消息。

但报告也显示，可再生能源在

过去5年里呈现了14％的年均增

幅，尽管基数本身比较低。

参与研究的英国东英吉利大

学教授科琳娜�勒凯雷说，经过3
年后，碳排放量再次出现显著上

升，这项研究说明，对于我们实现

目标而言，剩余时间不多了。

根据《巴黎协定》，各方以“自主

贡献”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

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

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勒凯雷说：“我们需要在接下

来数年内让碳排放峰值到来，并在

此之后尽快让这一排放量降下来，

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它

带来的影响。”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3日
电 美国国务院13日发表声明称，

美国在退出《巴黎协定》上的立场

保持不变，除非总统特朗普能从该

协定条款中找到更有利于美国商

界、工人和纳税人的内容。

声明说：“美国仍是《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成

员，将继续参加该框架和《巴黎协

定》下正在进行的谈判，以确保谈

判的公平性，有利于保护美国的利

益。”

美国国务院还宣布，负责政治

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将率

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德国波恩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美

国将在遵守协定条款的前提下尽

快退出。根据《巴黎协定》中的相

关规定，美国完成退出流程还需要

3年多时间，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要

等到2020年11月才能正式退出。

特朗普今年6月1日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称协定给美国带来

“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此举遭

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

评，反对者认为这是短视行为。

报告预测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上升2%

美国务院称美退出《巴黎协定》立场不变

10个月的娃9岁的体重 墨西哥人被啥“养胖”？

两伊边境地震致伊朗逾7000人死伤环球点击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在美国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曾担任国家情报院

院长、青瓦台秘书室长的李丙琪14日凌晨被紧急逮

捕。他涉嫌在担任国情院院长期间向朴槿惠定期

“纳贡”，与两名前任“上贡”总金额达40亿韩元（约

合2378万人民币）。

李丙琪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主管这一韩

国情报机关，随后被任命为青瓦台秘书室长，被视

为朴槿惠阵营的核心人物之一。朴槿惠2007年首

次竞选总统期间，李丙琪担任她的竞选策略委员会

副主任。

13日，李丙琪到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讯

问。据检方透露，朴槿惠执政期间，国情院开始通

过挪用特殊活动经费每月向她上缴5000万韩元（30

万人民币）。李丙琪担任院长后，金额翻番，涨至每

月1亿韩元。包括李丙琪在内，国情院三任院长为

此共计挪用40亿韩元。

韩联社14日报道，李丙琪等3人在供述中表

示，因无法拒绝青瓦台方面代表朴槿惠“意愿”的要

求，他们不得已将“纳贡”当成一种惯例。

检方有意就此事调查朴槿惠，讯问可能在朴槿

惠所在的看守所进行。 （新华）

据新华社温哥华11月13日电 中国驻温哥华

总领馆13日表示，赞赏温哥华市议会本月初通过了

关于歧视华人历史的道歉报告，期待温哥华政府正

式道歉等后续工作尽快启动、有序落实。

温哥华市议会11月1日就历史上歧视华人的

事实，一致通过《从排华到平等公民权利：检视早期

华人居民所受温哥华市歧视政策》的道歉报告。

为此，温哥华市政府将于明年4月对华人受歧

视的历史进行正式道歉。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期待温哥华市尽快向华人道歉

在马疑似感染鼠疫的
中国公民已治愈出院

摩拜单车
正式落户悉尼

这是11月14日在澳大利
亚悉尼街头拍摄的摩拜单车。

中国共享单车公司摩拜
1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宣布，摩
拜单车正式落户悉尼。截至目
前，摩拜单车已经进入新加坡、
意大利、美国等国的超过180
个城市。 （新华）

2015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
大熊猫“暖暖”14日傍晚乘马
航货运公司安排的飞机离开马
来西亚，正式启程“返乡”，将在
四川开始新生活。按照惯例，
“暖暖”仍然要经过1个月的隔
离观察，于12月15日正式与游
客见面。
“暖暖”出生于2015年8月

18日，它的父母是由中国租借
给马来西亚的大熊猫“兴兴”和
“靓靓”。 （新华）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
大熊猫“暖暖”回国

11月14日，在伊朗萨尔

波勒扎哈卜，一名男子经过

震后废墟。

据伊朗媒体13日报道，

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12日

夜发生的7.3级地震已在伊

朗震区造成至少445人死亡、

逾7000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受灾

最重的克尔曼沙阿省官员在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话时表

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有

可能进一步上升。

报道还说，此次地震发

生于当地时间12日夜里，人

们正在睡觉。伊朗至少14个

省份受到地震波及。截至目

前，已发生超过190次余震。

震区夜晚气温已经很低，但

数千民众不得不在户外临时

搭建的帐篷内或露天过夜，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

况。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