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广告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

太把自己当回事

目前，印度态度依然强硬，叫嚣战争的危险言论时不时
就见诸报端。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国防部长阿伦·贾伊
特利称，强调“2017 年的印度已经和 1962 年的印度不一样
了”。此前，印陆军参谋长拉瓦特甚至表示，印度在为“2.5
线战争”做准备，即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国内的安全威胁。

不过，如果印度认为背后有美国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就
大错特错了。

佐治亚理工学院萨姆·纳恩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高龙江
在香港 《南华早报》 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与日本不同，美
印两国并非盟友，印度因此不受美国的保护。美国或许反对
中国对印度进行严惩，但它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结果。

而且，美国政府还存在不确定性。俄新社近日播发“今
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一篇
文章指出，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无明晰的对印政策，只是对
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被动反应。更匪夷所思的是，已时隔半年

了，华盛顿仍然未能任命驻印大使。
“推进与印度的军事合作，美国是乐见其成，既能获得经

济利益，还能在遏制中国方面多一个帮手。但是，如果中印
之争对美国利益有哪怕一点点的损害，美国都决不会帮印
度。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维护自己的老大地位。为实现
这一目的，它会找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帮忙。但是，美国很清
楚，中美合作才符合美国长远利益。在中印对峙中，美国不
会有实质性动作。或许会偏向印度，但不会出手。”姜景奎
说，“说到底，印度有些人太觉得美国把它当回事了。”

香港《东方日报》网站8月9日刊发题为《幻想美俄日支
援 新德里打错算盘》的文章。文章称，印度的想法实际上经不
起推敲。以美国为例，虽然近年卖了不少武器给印度，甚至给其
盟友级的待遇，但实际上是怂恿印度作为遏华的炮灰，与中国
进行持久战消耗战。华盛顿不可能像对待日本、韩国一样，为印
度火中取栗，双方既没有条约方面的约定，也不符合美国的根
本利益。新德里幻想美国助拳，注定是南柯一梦。

题图：当地时间 7月 10日，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
事演习在印度洋孟加拉湾拉开帷幕。 视觉中国供图

距离印度边防部队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制造“洞

朗事件”，已经过去近两个月，印度依然有人员和推

土机非法滞留在中国领土上。而且，至今，印度依然

态度强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这期间，美印之间

互动频繁：联合军演一场接一场，军事大单一张接一

张。不过，如果印度以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那就打

错了算盘。

““拉大旗做虎皮拉大旗做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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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频繁

据 《印度时报》 报道，印度与美国将于 9 月 14
日至 27日在美国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举行代号
为“准备战争”的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方面将派出 200
名士兵参加营级野外训练演习。美印自2004年开始每
年都会举行这一军演，该军演一直主要以反叛乱、反
恐为主题。不过，一名印度官员称，美印希望将这一演
习升级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兵种联合演习，并表示，
这有助于提升双方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美印近来互动频繁。7月，印度、美国和日本三
国刚刚在孟加拉湾举行了“马拉巴尔—2017”联合
军事演习。美国派出了包括“尼米兹”号核动力航
母在内的一整个航母打击群参加，印度出动了其最
新服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日本则派出了
其前一段在南海兴风已久的“准航母”“出云”号。

印度军火采购近来进入“爆买期”。数周前，印
度国防部通过了陆军副参谋长紧急采购弹药、地雷
以及被认为对作战有重大作用的备用物品的请求，
为加快采购进程并缩减期间的繁文缛节，印度军队
还获得了一些财政特权。《印度时报》 8日引述“消
息人士”的话称，印度国防部官员近日表示，除了
政府2017到2018财年预算案中拨给国防部的2.74万
亿卢比之外，现在国防部还“紧急”需要 2000亿卢
比 （约合210.5亿元人民币） 的追加拨款。而美国成
为印度军火的重要供货商。

6月底，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举行了会谈。会面之前，美方决定同意印度购
买本国价值20亿美元的22架“天空守护者”无人侦
察机。这是美国第一次将此款先进的无人机卖给非
盟国，印度一直把这笔军购案视为两国加强防务关
系的重要标志。此外，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与印度塔塔集团达成合作协议，
将在印度国内生产面向印度空军通用F-16 Block 70
型战机，合同金额可能高达120亿美元。

靠近美日

近年来，美印越走越近。双方通过联合演习和军售加强
了国防关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给予印度“非北约盟友
主要防务伙伴关系”地位，为两国防务合作开辟了更大的空
间。《印度时报》在近日报道中还提到，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
在不久前向国会提交的一份联合报告中宣称，“我们与印度在
该地区的战略观日益趋于一致，我们视印度为印度—亚太地
区日益重要的区域安全伙伴”。

“事实上，在美印关系上，美国一直非常主动地寻求与印
度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军事合作。”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姜景奎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正如美国分析机构大西洋
理事会在名为 《将印度由“平衡势力”转变为“领导力
量”》 的报告中所说，美国一直努力想把印度打造成为亚太

地区继日韩之后遏制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文章强调，美
国必须加强与印度的互动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

“但是，2014年之前，印度国大党领导下的政府一直没有积
极响应。印度很清楚，美国所谓的美日澳印四国团队目的在于
遏制中国。而这并不是印度关注的重点。但是，2014年印度人民
党政府上台后，美印关系出现了实质性进展。如今，美印虽然不
是盟国，但是印度得到了准盟国的待遇。”姜景奎说，“印度人民
党对外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而且强硬。莫迪政府上台后，改变前
政府的作风，跟美日走近，试图在声势上营造出印度不仅是地
区大国而且是世界强国的印象，积极争当世界的重要一极。”

“此次印度军队跨越边界非法进入中国领土，这是以前从
来没有过的。这与美印走近是联动的。”姜景奎说。

分析普遍认为，此次印度军队非法越界、中印边境对
峙，美国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联合军演升级、军事合作大
单签署……不管美国是否有意为之，这些动作确实达到了给
印度打气壮胆的效果。

4枚

朝鲜军方 10 日说，将于 8 月中旬完成关岛
包围打击方案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
恩。方案内容包括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
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进行包围打击。朝
鲜发射的导弹将通过日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
知县上空，飞行约 3356.7 公里、1065 秒后，落
到关岛周围30至40公里的水域。

数字天下

3.7亿

日前，在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通
过 10周年之际，联合国总部邀请了来自世界数
十个国家的土著民代表与联合国官员一起庆祝
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并呼吁世界对土著民予
以更多关注。据统计，全世界共有土著民3.7亿
人，分布在约 90个国家。土著民占世界人口总
数不到5％，却占世界最贫困人口的15％。

144公里

日前，土耳其阿勒省政府宣布，在土耳其
与伊朗边境已开始修建安全隔离墙。隔离墙由
土耳其国防部主持建设，计划全长144公里，位
于土东部阿勒省和厄德尔省与伊朗领土的边境
线上。土耳其与伊朗的边境线长约560公里，两
侧是库尔德人聚居区。土耳其舆论认为，土伊
隔离墙旨在阻止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的跨境
袭击活动。

8名

日前，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在外交
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对8名委政府官
员实施经济制裁，并称这是对委主权的干涉。
美国财政部9日宣布对8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经
济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组织和支持委制宪大
会成立。遭到制裁的人员包括委前总统查韦斯
的兄长阿丹·查韦斯、6 名制宪大会代表以及 1
名军人。根据制裁措施，受制裁的个人在美国
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同时禁止美国人与其进
行交易往来。

3名

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总统哈桑·鲁哈
尼任命3名女性副总统。据报道，被任命的3名
女副总统分别为玛苏梅·埃卜特卡尔、拉亚·乔
内第和沙欣多赫特·莫拉韦尔迪，分别负责女性
和家庭事务、法律事务和作为总统民事问题顾
问。根据伊朗宪法，总统可以在无需议会批准的
情况下任命副总统，人数可达十多位，每位副总
统一般负责一个与总统事务有关的组织机构。

（均据新华社电）

穿越火线2017国际邀请赛（CFGI）暨穿越火线手游
亚洲邀请赛（CFMI）于2017年8月6日在上海宝山体育馆
落下帷幕。中国战队SV和TGF在总决赛胜利会师，包揽
CFGI冠、亚军。CFMI的冠军也被另一支中国队伍AG收
入囊中。总决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顶尖穿越火
线（CF）职业战队，成为全球穿越火线玩家一年一度的狂
欢盛会。穿越火线手游亚洲邀请赛，更是将穿越火线推
向了国际化的舞台，受到了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众强手环伺，中国队再夺桂冠

“穿越火线”是国内最早举行大型赛事的电竞游戏
之一，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打磨，已经形成了百城联赛式
的基础赛事及中国区穿越火线职业联赛（CFPL）为主体
的职业体系。穿越火线也是首个举办手游端移动电竞
赛事的游戏。国际邀请赛（CFGI）、手游亚洲邀请赛

（CFMI）等国际赛事的举办也让穿越火线的电竞大赛网
络布局更加完整。据统计，穿越火线双端全年赛事观赛
人数高达 7亿。手游亚洲邀请赛（CFMI）是火线盛典首
次举办的手游端国际比赛。由于手游端比赛的特殊性，
这一次的CFMI备受行业期待。

除了赛事举办专业度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穿越

火线职业比赛队伍也一直引领国际赛场。对于来参加
此次火线盛典的国外穿越火线参赛者来说，不仅仅是想
要向中国穿越火线战队发起挑战，更是为了参与到穿越
火线最高水准电竞比赛中来。为了让国外选手获得更
好的体验，火线盛典邀请到中外明星主播全程进行双语
解说，让更多国家的游戏玩家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比赛
的火爆氛围。

今年由腾讯官方支持、专业赛事承办团队VSPN协
力打造的火线盛典，无论从赛事规模、参赛队伍质量还
是比赛专业度来看，都代表了国际一线水准。赛场规
格、比赛装备以及舞美效果，也让不少第一次体验中国
专业电竞赛事的穿越火线玩家感受到了视觉和听觉的
双重震撼。

中国电竞蓬勃发展，打造电竞强国梦

作为一款历经市场洗礼九年之久的网络游戏，穿越
火线一直不断地推陈出新完善自己的产品结构，始终坚
持为玩家带来最新鲜的射击游戏体验，这也是穿越火线
多年来深受玩家喜爱的根本原因。

自 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电子竞技列为我国
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以来，电竞已经逐步从“非主流”

娱乐项目，成长为一个集文化和体育竞技于一体的产业
链。今年六月，企鹅智酷联合腾讯电竞基于产品大数
据、全国智能手机用户调研和行业趋势洞察而发布的

《2017年中国电竞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电竞收入
达到4.62亿美元，中国占比15%。预计2017年中国电竞
市场用户将达到2.2亿人。

电竞比赛趋于正规化、合理化，不仅在中国如此，也
是全球普遍的趋势。荷兰市场研究公司Newzoo在2017
年2月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中指出，2017年全球电竞观
众预计将增长到3.85亿，全球电竞市场收入预计将达到
6.96亿美元。

电竞市场的日益繁荣，催生了一批受众广阔的“国民
性”电竞游戏，穿越火线无论在市场份额、受众群体以及
大众认知度上都是翘楚。2015年，穿越火线发布了官方
正版IP手游“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这款手游保持了穿
越火线端游的经典玩法和精细运营优势，满足了大部分
端游FPS玩家在手机端进行游戏的需求。同时，穿越火
线手游版也作出了一系列的产品革新，成功获取了大量
用户，也完成了产品本身的更新换代。同时穿越火线手
游端布局也给穿越火线的海外市场带来了巨大红利，“枪
战王者”在越南、泰国等国家都获得了不俗的反响。

除了构建独立完善的电竞赛事体系，泛娱乐化运营
也是穿越火线的品牌特色之一。基于庞大的用户基础，
穿越火线还发布了游戏衍生电影、电视剧、CG番剧。游
戏的IP泛娱乐化，成为电子竞技类游戏发展的一种必然
趋势。

穿越火线双端总决赛中国队夺冠，国际大赛助力电竞业发展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洪梅：本院受理王梅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遵县法民初字第191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兴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金儿（NGUYEN KIM NHI，越
南籍）：本院受理韩从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告 顾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陈雪锋与被告顾建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581民初1593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海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国、李建勋：本院受理原告张秀斋诉被告张月、张
梅、张艳、李建国、李建勋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张秀斋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法
定继承被继承人李俊山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款本金73000元及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期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六层五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袁泉：本院受理原告杨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1082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斯钢结构系统有限公司（HAYES STEEL FRAM-
ING SYSTEMS PTY LIMITIED）：本院受理原告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公司与澳钢莱特国际钢结构系统（北京）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3
日9时在本院六层第3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武侯民初字第 8215号 龙丽：本院受理原
告程川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武
侯民初字第82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
对该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展弘：本院受理原告谢蓉与被告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湘0102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JUSTIN BRADLEY SOLLERS：本院受理

文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4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ROBERT JACOB MILLER：本院对唐美河诉
ROBERT JACOB MILLER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西民一初字第19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鑫：本院受理周岩诉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1民初1088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9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滨、李迅：本院决定再审原告余有琴诉你们继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监4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108
民再7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8年1月4日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5-6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德诚：本院受理原告崔家齐诉你代位继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 0101 民初 10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PHAM THI MYLE（范氏美丽）：本院受理原告乐锦
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16）闽0427民初207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闽 0427民初 20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億服飾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
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6）京0102民初145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你公司支付原告居间服务费十六万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你
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一万元。案件受理费三千七百元，公告费按实际发生数额计算，由
你公司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春娥：原告台州市椒江方远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与台州市云峰电器有限公司、徐子清、魏启定、台州市东泰轴承有限公司、
陈春娥、台州市新云峰塑业家具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2民初9766号民事裁定书和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TRAN THI BE：本院受理李志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纸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7）浙72民催2号

根据申请人舟山国家远洋基地集团普陀渔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本院已于 2017年 7月 21日作出（2017）浙 72民催 2号民事裁

定，准许申请人舟山国家远洋基地集团普陀渔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对原属舟山市港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嘉德5”轮负有的船

舶优先权予以催告。凡对该轮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办理船舶优先权登记。逾期未主张权利的，

视为放弃船舶优先权。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2日

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0 1 0 - 6 4 8 4 9 5 7 5

关于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路185号、崎街仔8号房屋

领取房屋征收公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

评估报告的通知

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路185号、崎街仔8号房屋所有权人之一郑海寿：

根据厦同政【2015】158号房屋征收决定，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路185

号（现门牌为三秀路159号）、崎街仔8号（旧门牌为大同镇（街）后炉街、村

北镇巷社组 36号）房屋位于“同安区北镇路”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需要

征收。由于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路185号、崎街仔8号房屋所有权人之一

郑海寿至今未按房屋征收相关规定向本单位提供其房屋所有权证、户口

本及有效身份证明等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事宜的材料，同时本单位也无

法与其取得联系，特登报通知，请于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工作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朝晖路699号一楼）领取“同安区北

镇路”项目房屋征收公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大同街道三秀路185

号主体评估报告（报告号为大成评报字［2016］第DFC3621388号）、假设营

业性评估报告（报告号为大成评报字［2016］第DFC3621392号）；崎街仔8

号房屋的主体评估报告（报告号为大成评报字［2016］第DFC3621345号），

并就上述两处房屋的补偿、搬迁事项进行协商。若房屋所有权人委托他

人处理的，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具体的委托事项及授权范围。联系人：刘

先生，电话：0592-7024522、7024622，征收实施单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

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鹭鹏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