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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北京魔術大會本周昌平開幕首屆中國北京魔術大會本周昌平開幕

首屆中國北京魔術大會將於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北京市昌平區體育館舉行，屆
時20位世界各個賽場的金獎獲得者將巔峰對決，爭奪 「金長城」 獎杯。昌平以魔術大會
為契機，傾力打造北京的 「魔術之都」 。 本報記者：李銳

本屆魔術大會由文化部、中國文聯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辦，主要包括開幕式暨國內外頂級魔術大師專場
演出、國際魔術邀請賽、高端國際魔術論壇、國際魔術道具展和閉幕式五大部分。吸引了來自美國、法國、
中國等22個國家和地區的 「魔界」高手踴躍參與。

劉謙閉幕式演出受期待
將在11月30舉辦的開幕式晚會可謂 「魔壇」大師雲集，節目精彩紛呈。西班牙的著名幻術

師勇格，魔術界奧斯卡大獎得主曼德瑞克斯，韓國魔術師柳豪鎮，中國魔術師李寧、胡金玲等
「魔壇」大師集中亮相並現場表演。因春晚迅速走紅的台灣魔術師 「劉謙」和他的團隊將在閉幕

式為觀眾帶來一場精彩絕倫的視覺盛宴。除此之外，20位世界各個賽場的金獎獲得者分別就舞
台和近景魔術進行巔峰對決，爭奪中國魔術大會創辦的 「金長城」獎杯。

昌平借勢打造 「魔術之都」
「魔術大會雖然為期三天，但是魔術產業將從此落戶昌平。」昌平區文化委負責人表示，此次魔術大會

的舉辦將是昌平發展魔術產業，建設魔術之都的良好開端，昌平將借此機會吸引全世界的魔術師及魔術企業
匯聚昌平。

在魔術大會籌辦和舉辦期間，昌平區政府將與亞洲魔術聯盟和世界魔術聯盟簽訂長期合作協議，將引入
亞洲魔術聯盟總部、世界魔術聯盟中國辦事處落戶昌平。

據了解，中國北京魔術大會將每兩年舉辦一屆，與此同時昌平還計劃舉辦與之交替每兩年
一屆的亞洲大學生魔術大會。創辦 「魔術駐場演出」，作為長期經營項目；成立北京金長城魔
術文化有限公司，開拓全國魔術演藝市場，在各地進行巡迴演出，推動魔術藝術市場化、產
業化；成立北京魔術團，創辦魔術學校，舉辦各類魔術培訓班，促進魔術人才培養；未來
2-3年內在昌平建成集魔術演藝中心、道具生產基地、體驗中心、魔術博物館等魔術產業基
地為一體的北京魔術城；結合舉辦中國北京魔術大會，運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編輯、製作
魔術圖書、動漫、影像等衍生產品，推進旅遊業、服務業、動漫產業等其他行業聯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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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前灘國際商務區開工
投資近千億 聚集跨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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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上海世博會後續開發重點
區域浦東 「前灘」 ，25日宣布基礎設施工
程建設全面開工。預計2013年底，前灘地
區基本完成全部市政工程建設，為提升地
塊能級、加快招商引資奠定良好條件。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五日電】

這次開工的基礎設施工程包括上海前灘國際商務
區市政道路、小黃浦河道改造工程、惠靈頓國際學校
等 3 個項目，在 25 日聯合舉行了開工儀式，區域內
的濱江綠化景觀工程（友城公園）同日亦宣告奠基。

「升級版」 陸家嘴
前灘地區位於黃浦江南延伸段，北面世博後灘拓

展區和耀華地塊、西臨黃浦江和徐匯濱江地區，沿黃
浦江岸線長約 2.3 公里，沿川楊河岸線長 0.8 公里，
總面積 2.83 平方公里。前灘地理位置優越，距上海
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僅 20 分鐘車程，有 3 條軌道交通
穿越其中，交通優勢突出。

作為世博後續利用的重點地區，前灘商務區已被
列入上海 「十二五」期間6大重點開發區域。未來5
至 10 年，這裡將成為上海城市轉型發展、功能提升
的重要載體。根據 2012 年 8 月獲批的前灘控制性詳
細規劃，該區域將有350萬平方米的建築容量，計劃
打造集總部商務、文化傳媒、體育休閒等功能為一體
的上海城市副中心。

上海浦東新區區長姜樑表示，前灘可以稱之為陸
家嘴的 「升級版」，但有別於陸家嘴地區聚焦的金融
領域，前灘將形成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國內 「跳變型
」企業進入上海的集聚區。預計前灘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入將達上千億元人民幣，未來將成為一個 24 小時
的國際城市，與紐約、倫敦等無縫接軌。

明年底完成前灘基建
此番開工的3個項目意義重大，將為前灘的開發

目標奠定堅實基礎。其中，市政道路及管線工程包括
長約 12.4 公里的 20 條區內公共道路及地下管線，佔
前灘全部道路總長的75%，建成後將基本形成前灘的
路網格局，預計2013年下半年竣工。

小黃浦河道改造工程包括1.75公里、總面積7.35
萬平方米河道改移，打造與周邊環境相融合的小黃浦
水域新景觀，預計2013年底前竣工。

惠靈頓國際學校旨在為在滬國際家庭提供頂尖教
育資源，是著名的惠靈頓公學在英國以外設立的第二
所分校，校址位於小黃浦河道以北，將建設4棟教學
樓，可容納幼兒園至高中總計1500名學生。

此外，這次奠基的友城公園擬佔地 10.4 公頃，
計劃於明年開工建設，將展示各國城市文化各異、風
格多變的雕塑、園林和花卉等，折射中西交融、國際
交流的歷史，搭建國際城市交流平台。而整個前灘濱
江景觀工程規劃面積 60 萬平方米，將由濱江綠地、
友城公園、體育公園三部分組成，包含濱江大道、橋
樑工程、防汛牆、親水平台等項目。

【本報記者陳旻上海二十五日電
】在歐債危機席捲歐亞，如何利用政
府的作用，在開放與保護之間處理好
壁壘、民間資本，以及人民幣匯率市
場化，已成為不同國體、政體需要思
考的問題。今天下午，德國前總理施
羅德、英國前首相白高敦、法國前總
統薩爾科齊、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

爾等全球政商領袖聚首上海，與嚴介
和等中國民營企業家，以歐債危機為
背景，就金融改革、貨幣政策、企業
管理、實業投資等話題展開對話，共
同探尋中外經貿合作新契機。

諾貝爾經濟學家、歐元之父羅伯
特．蒙代爾認為，中國目前在各個方
面都在增長，包括外匯儲備，中國現

在一直在盡量鬆綁其貨幣政策，然後
希望能夠減少並放寬儲備的要求。

對於近期人民幣的大漲，及美元
的同漲，蒙代爾表示，人民幣和美元
的兌換波動是相當小的，我們沒有必
要去理會。值得關注的是人民幣和美
元同時對歐元匯率發生大的波動，他
舉例說，在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
政策宣布前一星期，當時美元和人民
幣對歐元的匯率有了下降的趨勢，到
了政策宣布後，下降情況加劇，人民
幣和美元相對歐元都有所貶值。而談
到美元和人民幣的投資價值，他表示
美元的流動性較好，適合短期投資；
長期投資的話，人民幣是一個比較好
的選擇。

白高敦：教育決定未來
而英國前首相白高敦在演講中反

覆強調，教育是決定中國未來10到15
年當中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中國
社會整個轉型的時候，教育對中國是
至關重要的，能帶來長久的經濟繁榮
。他認為，中國需要有更多的受過高
等教育的人才，這不只是為了國家的
教育的未來，或者是下一代的未來，
也影響着整個世界的經濟局勢，因為
所有的創新、科研和動力，都需要從
高等人才的能力裡面獲得。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說，在過去的
60 年裡面，看到有兩個重要的政治發

展情況，一個是歐洲的聯合以及中國
的重新崛起。而中國和歐洲在傳統上
有緊密的聯繫，由於中國的國內市場
在未來的幾年還會繼續增長，所以這
對於歐洲企業來講是非常感興趣的一
個前景。但伴隨着經濟的活力，亦產
生了生態的問題，尤其是空氣的污染
和水污染。歐洲的企業尤其是德國可
以在把他們的技術、工藝來提供環境
保護的服務，在環境保護和環境友好
型生產方面，中國和歐洲有很大的合
作潛力。

薩爾科齊：我們需要中國
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表示，在以

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當時只有美金
才是世界貨幣，大家都跟着美金走，
世界的復興依靠美國人，但現在美國
已經沒有辦法一手扶起歐洲。現在中
國政府持有大量的美金，如果中國政
府不在這個世界的貨幣體系中參與更
多的話，最後中國政府和人民會承受
很嚴重的後果。

他說，人民幣要在國際的變化當
中變得更強大，必須進行貨幣改革，
「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在國際貨幣體

系裡面，我們需要中國，沒有中國就
不完整……你們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
大經濟體，你們需要拿出這樣的一個
第一大經濟體的派頭來。」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五日消息：25 日，中國上百
萬考生走進考場，參加中央國家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考試錄用
公務員公共科目筆試。國家公務員局考試錄用司負責人表示
，公務員考試熱已經持續了幾年，社會各方面對此有強烈反
響。從總體來看，今年計劃錄用人數近2.1萬人，比去年增
加 3000 人，參加考試人數達到近 112 萬人，增加了 15 萬人
，錄用比為53：1，與去年基本持平。

該負責人認為，公務員考試熱不外乎幾個原因：一是就
業壓力大。明年將有近700萬高校應屆畢業生，總體社會就
業壓力較大。國家公務員局集中釋放兩萬多個機關崗位，又
是集中統一招考，畢業生集中報考也是正常的；二是公務員
考試公平公正，是 「玻璃房子裡的競爭」；三是公務員工作
特點是職業較為穩定，職業聲望較好。

與此同時，有少數崗位出現了無人報考的情況，主要集
中在艱苦邊遠地區和特殊專業職位。負責人表示，希望有志
於報效祖國的考生到西部去，到艱苦地區去，到祖國最需要
的地方去鍛煉、提高自己，奉獻個人聰明才智，實現自身價
值。

百萬人參加公僕國考

中外政商領袖上海論箭
探尋深化經貿合作新契機

▲前灘是上海城市轉型發展、功能提升的重要載
體，區塊中部的東方體育中心已建成投用

本報記者楊楠攝

▶前灘2.83平方公里規劃圖，西攬浦江、北接世
博、南抵中環，被比作 「金靴子」 資料圖片

▲上海舉行第二屆中外政商領袖 「華佗論箭」 。 「華佗論箭」 首席專家嚴介
和（右）與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對話 本報記者陳旻攝

▲25日，國家公務員考試南京林業大學考點的考生在考
場外冒雨等待進入考場 新華社

▲泰州長江公路大橋日出景觀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京二十五日消息：長
江下游江蘇境內的泰州長江大橋 25 日通車；至
此，長江幹線上所建各類橋樑已破百座。

泰州長江大橋是為了打通江蘇蘇中、蘇南通
道，設在長江江蘇江段的中部，為泰州、鎮江、
常州共享，是江蘇規劃建設的 11 座公路過江通
道之一，全長62.1公里。建橋耗時逾5年，耗資
約93億元人民幣。

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在通車儀式上表示，
泰州長江大橋通車，對完善內地公路網、促進長
三角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江蘇省交通運輸廳廳長游慶仲說，該橋強化
了泰州、鎮江、常州的交通聯繫，完善了長三角
高速公路布局網絡。

此前，南京已有3座跨江大橋，鎮江與揚州
之間有潤揚大橋，無錫與泰州之間有江陰大橋，
蘇州與南通之間有蘇通大橋。

泰州長江大橋創下五個 「世界第一」。據江
蘇省交通規劃設計院橋樑總工程師韓大章介紹說
，它有最新設計：一般橋樑是2座塔，該橋是3
座塔；最高中塔：達200米；最深沉井：中塔基
礎沉井深達 70 米；最長主纜： 「W」形主纜架
設長度達100米；施工特殊：兩跨懸索橋鋼箱樑
同步對稱吊裝尚無前例。

這又新寫了中國橋樑史。此前的 2008 年，
同樣是位於江蘇的蘇通大橋，成為世界上最大路徑的雙塔拉
索橋。世界橋樑跨徑的前十大工程中，中國已建橋樑佔一半
以上。

長江大橋的建設未止步。今年年底，南京長江四橋、成
渝地區的宜瀘高速南溪隧道長江大橋也將通車。

根據規劃，到2020年，近3000公里的長江幹流上，平
均不到30公里就有一座跨江大橋。江蘇還曾提出：至2020
年，建設24條過江通道，每隔40公里就有一條。

【本報訊】據新華社酒泉二十五日消息：25 日，中國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用 「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將 「遙感
衛星十六號」發射升空並送入預定軌道。

「遙感衛星十六號」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屬空間
技術研究院為主研製，主要用於科學試驗、國土資源普查、
農作物估產及防災減災等領域，將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發揮
積極作用。

用於此次發射的 「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由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公司所屬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負責研製生產。這是長
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172次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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