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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默克尔握手
特朗普存啥心思

为期3天的Pwn20wn 2017世界黑客大赛17日结束， 来自中
国的360安全团队、腾讯Sniper团队和长亭科技团队包揽了大赛前
3名。
17日当天，360安全团队成功实现了对Edge、Win10、VMware
虚拟机的连环破解，创下单项积分27分的历史新高。 最终，360安
全团队以63分的成绩获“世界破解大师”总冠军，腾讯Sniper团队
和长亭科技团队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
Pwn20wn是世界顶级黑客挑战赛，由美国网络安全研究组织
ZDI等机构主办，得到微软、谷歌、苹果、Adobe等公司支持。 这项
比赛从2007年开始举行，本届比赛的项目设置数量和奖金均为历
届最高，吸引了来自中美等国的11支团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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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特朗普17日
与到访的德国总理
默克尔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贸易、 北约防
务、移民、反恐、乌克兰危机
等话题。 分析人士指出，这
两个盟国领导人的首次会
晤原本意在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但双方未能弥合在
重要问题上的分歧，美德关
系未来发展仍面临挑战。

买不起大牌包？
可以租啊！
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貌合难掩神离
而默克尔对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也进行
了公开批评。
在特朗普今年1月底推出移民入
境限制令后，默克尔对此表示
“
遗憾”，
并指出打击恐怖主义不能作为反对持
某种特定宗教信仰群体的借口。 在特
朗普称自己相信更多欧洲国家会追随
英国步伐选择“脱欧”后，默克尔反驳
说欧洲的命运应该掌握在欧洲人自己
手中。
为了冲淡此前两人之间的不愉
快，并为默克尔访美营造气氛，美德双
方在访问前都释放了积极信息。 特朗
普政府一名官员对媒体吹风时强调，
此次领导人会晤将是一次积极的会

谈。 而德国驻美大使彼得·维蒂希在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默克尔希
望与特朗普建立“牢固、有建设性”的
关系， 并表示默克尔不会介意特朗普
此前说过的话。
特朗普和默克尔在会谈后举行的
联合记者会上均表示会谈积极且有建
设性， 但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合
影留念时的表现却将他们貌合神离的
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美国媒体公布的时长一分钟的
视频中可以看出， 特朗普和周围人说
话而完全忽视了默克尔， 并在默克尔
建议两人握手合照时没有作出任何的
回应。

己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但敦促北约
盟国承担防务开支。 特朗普说，许多
北约盟国以前没有承担应该担负的
开支，这一做法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公
平。 默克尔承诺德国将在2024年达到
国防 开 支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2% 的 目
标，同时强调北约在阿富汗和其他地
区对美国反恐作出的贡献，暗示特朗
普不应该只从防务开支上评价北约
盟友的贡献。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称他倡导
的“美国优先”执政理念不是孤立主
义，但同时强调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
到不公平待遇。 默克尔则认可公平贸

易的重要性，但强调应以开放的思维
来看待全球化。 对于特朗普主张的双
边而非多边贸易协议，默克尔强调欧
盟成员国由欧盟代表对外一致进行
贸易谈判。
从特朗普此次会见默克尔的表
态以及上任后其他一些相关言论看，
他对欧洲盟友的态度较竞选期间有
所缓和，逐渐减少指责，而且一再强
调支持北约。
但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特朗普和
欧盟传统政治领袖的价值观差异明
显，美德关系和美欧关系仍将面临巨
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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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难以弥合
移民政策、北约以及贸易是特朗
普与默克尔此次会晤的三个重要议
题，但双方在记者会上基本都是自说
自话，分歧明显。
在分歧最为严重的移民政策上，
特朗普和默克尔保持克制没有公开
非难对方，但双方阐述的立场明显不
同。 特朗普表示，移民是一种优待而
非既有权利，必须将国民安全放在首
位。 默克尔则表示，在保障边境安全
的同时，应该考虑到给予难民重塑生
活的机会。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两人
在隐晦地指责对方的移民政策。
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重申了自

公 告
公司自3月9日在后院公告栏和3
月10日、11日《淮海晚报》上公布了对
全体股东实施“先借资后转入增资扩
股”的公告后，原计划此次“股东借
资”的总额度为公司总股本的10%，即
308.5万元， 不足部分120万元再通过
挤压流动资金等办法来筹集解决。 但
自从3月11日“股东借资”实施以来，
时间己经过半，而参加此次自愿“股
东借资”活动的股东不多，筹资难度
较大，加上滞纳金总额又增加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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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黑客大赛结束
中国团队包揽前三名

美

特朗普是与默克尔这位欧洲政坛
“
常青树” 打交道的第三位美国总统。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与默克尔
均保持了良好关系， 但特朗普却在就
任前后和默克尔在诸多问题上相互批
评。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将默克尔政府
积极接纳难民的政策作为
“
反面教材”
来衬托自己的移民政策， 多次抨击默
克尔
“
毁了德国”。 他还称欧盟
“
大体上
就是德国的工具”。 他任命的美国白宫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也
多次就贸易逆差问题批评德国， 指责
默克尔政府操纵欧元汇率， 导致欧元
币值被
“
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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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经交过的欠税36万元，并且春节
后市场一直不景气、租金收缴困难造
成无法挤压流动资金，因此只有通过
继续增加本次“股东借资”的额度来
解决。 经研究决定，对本次实施的“股
东借资” 总额度由原来的总股本10%
扩大到13.5%左右，即最后总借资额不
突破473.73万元， 加上本次“股东借
资”扩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3500—
3560万元左右，原各位股东的“股东
借资”比例可扩大到本次“股东借资”

的最底限 (即扩股后总股本为3500万
元时的差额)的比例13.5%，超过3500
万元以上部分由公司董事局根据在
岗经营层人员持股情况适当进行调
剂，公司以各位股东交纳的资金存入
公司指定帐户的最后截止时间 （3月
25日）和实际到帐数额为准，过期作
为该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股东自愿先
借资后转入增资扩股”的权利处理。
淮安市新清江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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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韩国首尔白领元熙善（音译）最近正打算把背包从纪
梵希换成普拉达， 这可不是因为她收入高或者得了一笔意外之
财，而是因为她加入了一个奢侈品租用计划。
加入这一计划的会员每月交纳7.9万韩元 （约合483元人民
币），就可以从包括路易威登、博柏利、葆蝶家等30多个品牌的500
多个包中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一次租用一件。 只有香奈儿的包
包需要额外付费，每个包每天租金1.98万韩元（121元人民币）。 此
外，会员还可以租用卡地亚、欧米茄、爱马仕等高端品牌的手表。
提供这一业务的公司“瑞宝仕韩国”公司表示，去年12月推出
这项业务后，已经吸引了大约400名女性会员，大部分都是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 这些人渴望拥有大牌包包和手表，但购买力还不够
强大。 公司计划未来将业务进一步扩展，出租男女大牌服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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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表。

偷偷与总统长孙自拍
美国两特工接受调查
跟“熊孩子”自拍也能被调查，这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但如果那孩子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孙， 这事儿可就有点大了。
据美国《琼斯》月刊报道，两名美国特工就因为在特朗普长孙睡觉
的时候，偷偷地和他自拍而正在接受调查。
8岁的唐纳德·特朗普三世是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
朗普的大儿子。 上周末，特工处的两名成员负责开车送他返回位
于曼哈顿的家中，途中他们趁着孩子睡着的时候偷着和他照了张
相。 怎么就这么巧？ 小朋友就在这时候醒了，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孩子到家之后就立刻跟妈妈告状，然后他妈便把这件事原原本本
地告诉了孩儿他爹。 于是，事情就有些严重了。 特工处高层很快做
出反应，涉事特工正在接受特工处职业责任办公室调查。
特工处发言人15日表示， 职业责任办公室将彻查此事件，并
确保特工遵守规定。 与此同时，特工处还提醒外界不要过早下结
论，以免歪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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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部落拥有
世界“最强心脏”
美国科学家发现，生活在亚马孙雨林中的一个渔猎部落的成
员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健康的心脏。
这个名为“切梅内”的部落生活在玻利维亚境内的亚马孙雨
林低地，人口总数约1.6万。 科学家多次转机、最后乘坐独木舟才
来到他们的生活地，为其中705人做心脏ＣＴ扫描。
结果发现，该部落45岁成员，心脏几乎没有任何冠状动脉钙
化的迹象， 而同龄美国人已有四分之一出现心脏冠状动脉钙化。
即使到了75岁， 该部落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冠状动脉钙化，而
美国同龄人有八成心脏出现这种症状。
英国广播公司18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由于对切梅内部
落的研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科学家认为上述结论可靠，并非因
为不健康的年轻成员早亡所致。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
类学教授迈克尔·古尔文说：“这一比例远低于其他任何有相关数
据记录在册的人口。 ”日本妇女的心脏健康状况也名列世界前茅，
但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科学家认为，切梅内部落成员拥有世界最强心脏，应归功于
他们的生活方式。 切梅内人以渔猎为生，食物多以野生猎物、淡水
鱼和自己耕种的谷物和根茎类食物为主。 他们经常运动，成年男
子平均每天步行1.7万步，成年女性平均每天步行1.6万步，即使60
岁以上老人也达到日均步行1.5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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