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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加快推进皖南国际
旅游文化示范区建设$ 推进旅游国际化进程$ 拓展韩国
旅游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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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 池州与黄山两市联
合赴韩国开展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 我市以副市长夏
月星为团长$ 市旅委& 外侨办和九华山管委会及其他重
要景区景点& 宾馆和旅行社负责人组成的促销团$ 分别
在首尔和釜山举行了旅游产品说明会& 旅行商业务恳谈
会$ 走访重要旅行商$ 签订 '旅游战略合作协议( 等系
列宣传促销活动%

!

月
"

日下午$ 两市在黄山机场举行了简短出发仪
式后立即飞赴韩国%

!

月
!

日上午$ 我市联合黄山市在
首尔举行旅游产品说明会$ 韩国观光公社中国部部长朴
正夏$ 韩国观光协会中央会副会长崔鲁锡$ 韩国多家知
名旅行社和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说明会%

!

月
%&

日上午$ 我市联合黄山市又在釜山举行旅行商业务恳谈
会$ 釜山观光协会会长李根原& 本部长金钟奎及当地多
家知名旅行商和媒体记者参加了恳谈会% 夏月星在致辞
中$ 简要介绍池州市及九华山风景区的旅游资源概况
后$ 重点从池州区域交通优势& 与韩国的合作交流的态
势& 与韩国的不解之缘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推介% 夏月星
还接受了釜山日报& 法宝新闻等媒体的采访$ 现场回答
了旅行商的提问%

两次促销会上$ 我市均以图文并茂的多媒体展示了
池州生态优美的自然风光& 深远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博大
精深的佛教文化$ 特别是现场精彩的韩语旅游产品解说
推介$ 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 之前准备的池
州及九华山韩文画册& 碟片及相关宣传资料很快被索要
一空% 会后$ 夏月星又率领促销团一行马不停蹄相继走
访了韩国观光协会中央会及首尔& 釜山当地知名旅行社
等单位% 每到一处$ 促销团一行宣传旅游产品$ 广泛开
展交流$ 征求意见和建议$ 为让更多的韩国游客走进池
州打下坚实基础% 在韩期间$ 促销团还参访了地藏菩
萨)金乔觉故乡庆州$ 考察了济州旅游经济%

我市组团赴韩开展大型系列旅游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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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坐不住了

奥巴马当天乘 *空军一号+ 专机抵达明尼苏达
州$ 随后换乘一辆特工处提供的客车开始中西部之
旅% 根据行程$ 他将途经明尼苏达& 艾奥瓦和伊利
诺伊州$ 在一些小镇停留$ 与当地居民会面$ 发表
演讲$ 逛商店& 进学校$ 整个过程颇为 *亲民+%

白宫说$ 奥巴马希望前往 *空军一号+ 不易抵
达的地区$ 倾听民众声音%

美国一些媒体认为$ 随着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相
继露面$ 奥巴马客车之旅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竞选
连任造势%

经济成为客车之旅的中心话题% 在明尼苏达的
坎农福尔斯镇$ 奥巴马向大约

'&&

人发表演讲$ 承
诺他将在国会

(

月复会时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
方案% *议员们

(

月复会后$ 我将提出一个非常具
体的计划$ 促进经济发展$ 以创造就业岗位$ 削减
赤字%+

分析师认为$ 两党在国会相互争斗引发公众不
满$ 拉低民意对奥巴马的支持$ 对他的连任前景构
成负面影响%

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
%)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 奥巴马所获支持率跌至

*(+

$ 首次跌破
)&+

$

创下新低% 不过$ 国会所获支持率更低%

演讲批共和党对手

在明尼苏达州$ 奥巴马抨击共和党无视经济困
局& 反对增加富裕人口税负% 一名妇女问奥巴马$

没有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他
(

月如何在国会通过促
进经济发展方案% 奥巴马回答$ 他理解公众不满国
会$ 但 *另一方 "共和党# 不讲道理+%

*国会一些人只希望对手输$ 不顾及国家是否
受损$ 结果人为制造更大不确定性$ 使本来已经脆
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他呼吁两党减少无意义的争
执$ *你们应该向华盛顿传达信号, 是停止游戏&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了% 这是一场政治危
机%+ 他敦促公众保持耐心$ 称就业市场恢复需要
时间$ *我知道你们有些沮丧$ 我也一样%+

共和党抨击奥巴马客车之旅为 *作秀+$ 浪费
纳税人的钱财% 共和党竞选人近期纷纷亮相$ 为自
己造势$ 无一不拿奥巴马 *开刀+$ 抨击他没能促
使经济形势改善$ 反而引领国家陷入危机%

经济飓风让政坛受伤

此前$ 经过艰苦谈判$ 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本
月初就提升国债上限达成协议% 然而$ 谈判期间$

两党挟持经济打选战的政治目的暴露无遗% 此外$

经济上负面消息不断$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到标准
普尔下调$ 股市随之大幅震荡$ 经济增长前景暗淡%

经济问题带来的政治冲击波$ 让华盛顿政治圈内几
乎 *人人带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失分不少%

近几个月来$ 共和党在提高国债上限问题上借
题发挥$ 将其与削减财政赤字联系起来% 谈判期间
华盛顿其他立法事项几乎全部 *停摆+$ 整个联邦
政府全被国债上限问题拖住$ 根本无力推动刺激经
济& 提振就业的政策%

民主& 共和两党在政治上僵持的同时$ 美国经
济复苏也陷入低迷%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失业率仍
高达

(,%+

$ 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仅为
%,*+

% 经济学
家预计$ 美国经济今年全年增速将减缓%

雪上加霜的是 $ 标准普尔在本月
'

日将美国
---

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 接踵而至的负面消
息重创美国股市$ 并在全球证券市场引发 *海啸+%

这一情形让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感到极为失望%

'华盛顿邮报(

%%

日刊登的民调结果显示$ 约
")+

的受调查者对联邦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没
有信心- 约

"!+

的受调查者对当前美国政治体制的
运行方式感到不满- 约

"%+

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将注
意力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

民调结果还显示$ 不少美国民众对共和党近来
的表现感到不满$ 认为共和党应为当前经济局面负
责的受调查者占

*.+

$ 认为奥巴马应负责的占
*%+

$ 还有
//+

的人认为双方责任相等%

党内批总统软弱

此前$ 奥巴马在提升国债上限谈判过程中$ 对
共和党的束手无策让他失分不少$ 其支持率跌至接
近历史最低$ 这对他来年竞选连任是个重大负面消
息%

民主党内不少人认为 $ 奥巴马不应再抱着与
共和党开展跨党派合作的幻想 $ 而要强硬起来 $

推动广受民众欢迎的经济政策 $ 就算最终无法获
得国会批准 $ 美国民众也能明白这是因为共和党
的阻挠%

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首席运营官 &

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效力的尼拉!坦登说 $ 奥巴马
不应继续妥协 $ 而应 *直接把增加就业的政策主
张向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来 +% 如果共和党方面
反对他的观点 $ 美国民众就能看到 $ 奥巴马在就
业这一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问题上与共和党展开
了争夺 % 这能让民众明白 $ 奥巴马和他们 *站在
一边+%

但从过去两年多的经验来看$ 奥巴马在很多时
候并不直接参与重大立法过程$ 如医改& 债务谈判
等$ 他都是在最后阶段才介入其中% 这让民众甚至
很多党内人士都不清楚他的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

更不清楚他将如何促进就业%

失业率将最终影响选战
从美国历史上看$ 竞选期间$ 高失

业率对于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是极为不
利的% 可在创造就业上$ 好像除了再次
投入巨资刺激经济外$ 奥巴马已经没有
太多办法%

美国媒体援引服务行业雇员国际工
会前主席安迪!斯特恩的话说$ 奥巴马明
确表态将在下一阶段推动的重大经济政
策$ 例如专利改革& 自由贸易协定& 失
业保险等$ 都不能有效地大量创造就业%

但新一轮刺激经济计划显然不在共
和党的 *待办事项+ 列表上% 针对当前
经济颓势$ 共和党方面坚持的观点是政
府必须节省开支& 缩小规模& 削减赤字%

在这一问题上$ 民主党方面和奥巴马除

了认为*节流+同时更应*开源+外$也没有
提出太多新鲜主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认为$ 减赤当然有益于长期经济增长$但
当前美国更尖锐的问题是就业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戴
维!罗特科普夫认为 $ 奥巴马应在同共
和党开展削减开支谈判时守住底线$ 必
要时可以削减民主党珍视的社会福利项
目$ 换取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民主& 共和两
党明年将面临大选 $ 争夺白宫与国会 %

过去大半年的事实表明$ 这种时候要求
两党抛开本党最大政治利益去拯救经济
也许并不现实%

经济糟糕选民失望 坐上大巴西部演讲

奥巴马踏上!自救"之旅

总统提名战 共和党三强鼎立
美国共和党

/&%/

年的总统提名初选
竞赛$ 目前隐约形成三强逐鹿局面, 立
场温和的前州长罗姆尼& 茶党红人米歇
尔!巴克曼和保守的得州州长佩里%

数月来$ 虽然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
姆尼在民调中一直居领先地位$ 但现在
他面临极端保守的国会众议员米歇尔!巴
克曼的严重挑战$ 此人在茶党支持下赢
得艾奥瓦州假投票的胜利% 这项假投票
被视为共和党早期提名战之前的一次关
键测试%

罗姆尼和巴克曼还面临长期担任得
州州长的佩里的挑战% 佩里是社会问题
与财政政策上的保守派$ 他在得州的经
济成绩相当亮丽% 他可以跟巴克曼争夺

美国的右翼保守派选民$ 又可以跟罗姆
尼较量治理州政府的经验% 罗姆尼跟茶
党以及共和党最保守分子的关系存在严
重矛盾$ 佩里却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不过$ 罗姆尼开展竞选活动比巴克曼
和佩里早了好几个月$ 获得了和党重要捐
款人的支持$ 还拥有在全国竞选的经验$

因为他在
/&&!

年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的竞争% (综合中国日报'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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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呈现三强角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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