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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莹颖案再开庭 嫌犯拒不认罪
检方追加指控三项罪名 受害者母亲当庭情绪失控

世界城市排名
北京上海居前

新华社电 （记者 徐静 苗

美国检方近日对涉嫌绑架中
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图右）的被
告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 (图左）
提出新指控后，11日法庭再次开
庭，克里斯滕森仍然拒不认罪。
当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中
部地区联邦法院法官埃里克·
朗向嫌犯宣读了新起诉书追加
的三项罪名：一项绑架致死、两
项虚假陈述，并向嫌犯说明如
果定罪他可能面临的刑罚。嫌
犯的公设辩护律师代表嫌犯说
不认罪。
当 28岁的克里斯滕森进入
法庭坐定，坐在旁听席的章莹颖
的母亲再也忍不住悲伤，放声大
哭，不停地说“还我女儿”，几次
欲冲向嫌犯。志愿者在开庭前将
壮）

其扶出了法庭。身穿淡绿色囚服
的嫌犯坐在两名公设辩护律师
之间，没有看受害者家人一眼。
法官当庭宣布案件预审日
期为明年 2月 12日，审判日为
2月 27日。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
助的华人律师王志东对新华社
记者说：“（嫌犯）今天没有认罪
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事
先也预料到大概是这样一个情
况。”王志东表示，检方自信有充
足的证据将嫌犯定罪。
王志东认为法官当天宣布
的预审和审判日期存在被延迟
的可能性。“这个日期今天没有
变并不说明以后不会变。以后
可能还会有其他许多的复杂因
素，（最终）造成这个日期有所

变化”。
现年 26岁的章莹颖今年 4
月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尚
佩恩分校学习，6月 9日在坐上
一辆黑色轿车后失踪。美国联邦
调查局 6月 30日逮捕克里斯滕
森，指控他涉嫌绑架章莹颖。7
月 5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
区联邦法院法官埃里克·朗拒绝
克里斯滕森的保释申请。7月 12
日，伊利诺伊州一个联邦大陪审
团决定起诉克里斯滕森。7月 20
日，克里斯滕森在法庭上首次开
口，但拒绝认罪。
10月 3日，美国联邦大陪
审团针对嫌疑人追加了三项新
罪名：一项绑架致死、两项虚假
陈述。如果被定罪，被告人将面
临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新华社电 日本森纪念财
团城市战略研究所 12日公布
的世界城市综合实力指数排
名显示，中国香港继续保持在
综合排名前十位，中国北京和
上海在经济类指标排名中位
列第三和第五。
报告显示，香港凭借在
交通类和经济类指标方面的
出色表现，在综合排名中位
列第九，伦敦、纽约和东京
排名前三位，巴黎位列第
四。新加坡综合排名第五
位，是亚洲整体品质均衡度
最高的城市。
分类指标排名中，北京和
上海在经济类指标排名中表
现抢眼，凭借其人口规模、经
济水平以及世界 500强企业
落户数量分列第三和第五位。
另外，上海在交通类指标排名
中位列第三位，北京在文化类
指标中位列第七位。
世界城市综合实力指数

于 2008年推出，今年正好是
十周年。日本明治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生院教授市川宏雄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2008年综合排名前十位中，
除了东京，其他都是欧美城
市，而 2017年的最新排名中
见到了新加坡、首尔、中国香
港等亚洲城市。
“我们不应只关注前三
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教授艾伦·斯科特
说，“ 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城市
排名越来越靠前，这些城市的
发展速度很快，潜力巨大。”
世界城市综合实力指数
由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
研究所创设。每年都对世界
主要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评
估，并根据这些最新调查更
新排名。目前，该指数作为具
有代表性的城市指标之一，
被广泛应用于决策和商业战
略的参考。

住友橡胶捐赠奖教奖学基金 助力教育事业
LEXUS 雷克萨斯中国助力 2017 北京国际设计周
自 9月 21日开幕以来，设计周活 持：“LEXUS雷克萨斯中国携手北京
10月 7日，由文化部门和北京市
9月 20日，住友橡胶（中国）有限公 为提升当地整体教育水平、支援教育事 政府部门联合主办的
2017北京国 动在京津冀 44个会场全面展开，与文 国际设计周，充分体现出我们对于设
司继 2016年设立“住友橡胶奖教奖学” 业贡献力量。
化创意、设计相关的活动近千项。来自 计产业的关注与投入；希望本次与北
基金后，再一次向常熟市滨江实验中学
作为世界知名轮胎企业，住友橡胶 际设计周落幕。今年的设计周继续秉
持“设计之都·智慧城市”的理念，以 二十多个国家的万余名设计师及设计 京国际设计周的战略合作，能够为设
捐赠 5万元住友橡胶奖教奖学基金。住 自 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不断坚 “设计
+”为主题，关注设计作为一种 机构代表参与了本届活动，吸引观众 计产业注入更多的激情与活力。”
友橡胶董事长山田直树、常熟市有关领 持技术革新，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产
此次与北京国际设计周精诚合
优秀传 超过 800万人次，另有国内外五千多
导、滨江实验中学师生代表共计 300人 品。同时，以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地 方法论对推动国家经济转型，
构建高精尖产业结 万人次通过网络展览、在线直播等形 作，不仅进一步彰显了 LEXUS雷克
出席了奖教奖学基金的颁发仪式。山田 域共生企业”为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 统文化传承创新，
优化、升级等方面 式关注了设计周。LEXUS雷克萨斯中 萨斯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并支持设计产
董事长指出，奖教奖学基金的设立，是给 任，与当地民众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关 构，产业结构转型、
EXUS雷克萨斯作为 2017 国副总经理植田浩一先生，应邀为荣 业的发展，同时也是 LEXUS雷克萨
学生和老师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奖励，可 系。今后，住友橡胶（中国）有限公司也 的作用。L
获“经典设计提名奖”的设计师颁发奖 斯中国首次在国内深度参与国际设计
以激励老师们教书育人的热情，坚定在 将在开发区及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北京国际设计周全程战略合作伙伴，
LS和旗舰 牌，同时他还在北京国际设计周论坛 盛事，希望将大胆创新的设计精神与
校学子立志成才的信念。公司设立了 25 下，带领员工参与更多的社会公益活 携旗舰级豪华轿车全新
级豪华跑车全新 LC倾情助力北京 上，与嘉宾分享了 LEXUS雷克萨斯 精彩绝伦的生活体验传递给越来越多
万元奖教奖学基金，用于在今后奖励滨 动，为构筑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刘文
在全球范围内对设计领域的长期支 的中国“探享家”们。
江实验中学更多的优秀师生。此举也是
刘文 国际设计周。
“亚洲品牌 500 强”榜单，重塑中国家居品牌价值
销售批发双破万 双明星产品助推一马再创新高 圣象荣登
9月
2
8日，
“
亚洲品牌
500强”榜
国际化布局是打造百年圣象品牌
一直以来，圣象都将品牌建设作
据一汽马自达销售数据统计，9月， 幅放缓的车市中，这样的成绩使得一汽 单在中国香港举行的“2017世界经理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通国际
为企业发展和壮大的根本，
用 22年的
一汽马自达再传捷报，终端销量和批发 马自达显得尤为抢眼。
人”峰会上揭晓，中国家居龙头企业圣 优质林木资源渠道、在欧美建立研发、 耕耘与创新奠定了自身品牌实力在业
取得了“双破万”的佳绩，整体销量达
每年“金九银十”是各大车企争夺 象集团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荣登此
营销、物流中心以及直营公司等措施， 界的领导地位。值此荣获“亚洲品牌
11069台，同比增长 10.2%。其中，未来 市场份额的关键时期。而从 9月份批
2017世界品牌大会 圣象不断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如今的 500强”契机，圣象将加大在品牌建设
派轿跑 CX－4销售 6769台，中高级运 发量、终端销量“双破万”来看，一汽马 榜。这是圣象继
500最具价值品牌”榜 圣象已远销世界 37个国家和地区，为 方面的投入，积极发挥在品牌创新、传
动旗舰阿特兹销售 4300台。凭借双明 自达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如既往的呈 被列入“中国
单后，对圣象非凡品牌实力的再次嘉 全球超过 1500万用户提供兼具健 播、经营等方面的表率作用，打造受人
星产品战略在市场中的强势表现，一汽 现出了稳健态势，也彰显出了双明星产 奖及认可，也为行业的国际化发展谱
康、舒适、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深受 尊敬的全球家居领导品牌。
马自达 1－9月总销量达到了 88694台， 品战略的卓越成果，为实现全年销量目 写了辉煌的篇章。
全球消费者的广泛信赖与支持。
刘文
同比实现了 56.3%的增长率。在整体增 标进一步奠定基石。
刘文
横滨橡胶为第 64 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提供轮胎赞助
快手暖心品牌活动走进上海
CC）”及其他赞助赛事上，一众赛 合 街 道
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母公
面对最长的 8天国庆中秋长假，不 除了在线下与游子走心互动以外，在线 司－横滨橡胶株式会社，将于11月16 （WT
赛的特
车也都将装配优科豪马轮胎。
少游子启动了返乡探亲之旅。借此契 上，快手在 APP内发起活动，用户拍摄 日到 19日期间，为在中国澳门举行的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因使用澳门中 性，而优
机，9月 23日，#快手的 500个家乡 # 家乡短视频，添加 #500个家乡 #标签 “第 64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提供 心地带的公共街道作为赛道，成为世 科 豪 马
ADVAN赛事用轮胎赞助。截至 2015 界著名的街道赛。F3大奖赛作为该赛 已 连 续
活动走进上海，在南京路上举办了一次 并在快手上进行发布，所拍视频即有机 年，
横滨橡胶曾连续33年为该赛事提供 事的主要比赛项目，去年被 FIA认定 30多 年
特殊的品牌活动。活动中，快手街上随 会登录海外大屏幕，成为拍摄者家乡独 轮胎赞助，
时隔一年，今年将是第 34次 为世界锦标赛，从而改名为“FIAF3 支 持 这
机采访了不少游子，让他们诉说乡情， 特的“宣传片”。
世界杯”。自 1983年澳门 GP采用国 项比赛。
并将这份感情写下来贴在快手树立在
快手本次活动秉承着“记录世界， 赞助。
除优科豪马独家赞助轮胎的“FIA 际标准的 F3赛车进行比赛后，横滨 该比赛也被称为“F3的全球总决赛”，
南京路上的巨幅广告牌上。
记录你”的品牌理念，着眼每个人的家 F3世界杯”
（WorldCup）比赛之外， 橡胶就开始对其提供轮胎赞助。与标 众多 F1车手都曾在该赛事中取得过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快手发 乡，帮助记录每个最平凡的你我。
刘文
起的 #快手的 500个家乡 #活动中，
刘文 在同时举行的“FIA世界房车锦标赛 准赛道不同，该赛事要求轮胎具有符 冠军。
A 股节后首日高开 兴全合润、轻资产双双再创净值新高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开展反假币宣传活动
长假过后的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 创出自成立以来的净值新高。Wind统 位净值也勇创佳绩。这两个净值数据也
为持续提高公众反假货币意识和 组，对宣传的形式、地点、口径进行了周 出现了高开低走的态势，但是兴全基金
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9日收 均超越了两只基金之前在 2015年年底
反假能力，认真做好打击整治假币违法 密的部署。本着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 （原“兴业全球基金”）旗下的兴全合润、 盘，
兴全合润的复权单位净值再创新高； 创下的历史高点，一举刷新两只基金的
犯罪专项行动，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 近公众的原则，北京分行辖内各支行网 兴全轻资产两只基金依旧在 10月 9日 同时成立晚两年的兴全轻资产的复权单
净值新高。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新
央行重拳反假币。
点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其中，建国路支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积极响应人民 行前往公交集团第五客运分公司，举办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好口碑从用心服务开始
银行号召，高度重视反假货币的宣传活 了反假货币专题宣传活动。
一家银行网点的服务究竟能细致到
什么要装一红一绿两个呢？原来是考虑
刘新 什么程度？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为 每一台自助机具上都装有一红一绿两个
动，成立了以分行为中心的统筹领导小
报警按钮，十分醒目。按钮的位置正好在 到万一按钮损坏，就没有补救措施，所以
我们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浦发银 一抬手的高度，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客户 准备两个按钮，可以保证在紧急情况下，
芦苇画派精美瓷器畅销
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的自助银行服务区， 可以很快碰触到按钮。可是，报警按钮为 客户可以迅速而顺利地报警。 刘新
芦苇画派因为将西方光影理论和 的新模式，甫一创制就引起业内轰动。
港股受全球资金热捧 工银瑞信沪港深精选顺势发行
实践引入芦苇画创作，引起国内外广泛 在中国绘画史上，古往今来画竹子的名
关注和好评。日前，芦苇画派将芦苇主 家很多，而鲜有以芦苇为主要创作对象
今年以来香港股市表现十分强势，与 打造了旗下第2只沪港深主题基金——
— 银瑞信官网等直销渠道进行认购。作为
题艺术从宣纸迁移到瓷器，烧制了精美 的书画家。开创人为芦苇精神所吸引， 创新高，作为投资者布局港股的便利工 工银瑞信沪港深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国内较早布局海外投资的基金公司，工
的芦苇主题高岭土瓷器，开创了瓷器新 另辟蹊径，专画芦苇，并由此开创了一 具，凭借出色的业绩表现，受到投资者的 金，10月11日——
—11月7日期间发行， 银瑞信在海外投资管理方面，处于行业
主题，探索了中国书画与瓷器完美结合 个新的画派。
刘文 追捧。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工银瑞信 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等代销渠道，或工 领先水平。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