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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在新加坡

为何是
嘉佩乐酒店

当地为这场峰会投入约 9500 万元人民币，被视为
“花小钱办大事”
作为此次
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
会晤的地点，
新加坡为什么
会 成 为“ 最 理
想 的 选 择 ”？
有着丰富的、
承办高级别政
治会议经验的
香格里拉大酒
店为什么输给
了擅长举办婚
礼的嘉佩乐酒
店？为什么新
加坡愿意为这
场峰会投入约
2000 万 新 元 ？
在新加坡工
作 、生 活 的 专
家 ，有 着 各 自
的见解。
据钱江晚报

在新加坡是
“最理想的”
因为特金会，新加坡也被全世界媒体所关
注，
为什么特金会选在了新加坡？
“我一点也不意外。”新加坡浙商总会会长
李国生说，他从今年 3 月开始持续关注特金会，
新加坡能从几个备选地中脱颖而出并不意外，
“新加坡和朝鲜一直有经贸往来，与美国关系
又相当稳固，是一个让美朝双方都比较放心的
选择。
”
对此说法，调任新加坡工作了半年多的浙
江省驻新加坡（东南亚）商务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汉东非常认同：
“ 新加坡一直希望自己成为
国际会议中心，成为东方的瑞士，特金会是新
加坡向世界展示其安全、高效的国际形象的好
机会，
（新加坡）自然会积极争取。而且它的地
理位置也非常适合。
”
尽管此前瑞士、韩国都曾在备选名单里，
但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人几乎都认为美朝
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选在新加坡是“最理想
的”。
“通过这次特金会，我认为世界外交、政
治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亚洲转移。”马来西亚亚
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胡逸
山表示。他把特金会看成一个“开端”，因为接
下来还会有一系列高级别政治会晤，无论在哪
里进行，愿意用对话解决分歧，本身就已经是
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酒店距人口密集区较
远，安保布防相对容易

为什么新加坡愿意掏钱

昨日，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圣淘沙地
区的嘉佩乐酒店会晤。为何选择嘉佩乐酒店？
相对于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如雷贯耳，作为
特金会会场的圣淘沙嘉佩乐酒店此前声名不
显。
在它的访客名单里，多是麦当娜、Lady Gaga、孙燕姿这样的流行明星，嘉佩乐是新加坡最
贵的婚礼举办酒店之一，但几乎没有举办高级
别政治会议的经验。
据钱江晚报

新加坡原本就有防恐巡逻活动等现行安保措施，特金
会期间，还将加大安保力度，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加坡预计
为这场会晤投入约 2000 万新元，折合人民币超过 9500 万
元，
而其中约一半是安保费用。
“我在新加坡 20 多年，特金会的安保级别确实是史无
前例的。”李国生说，无论如何特金会都是一个正面、积极的
事，
“这个历史性的开端毕竟是好事，
我们都乐观其成。
”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0 日在回答当地媒体提问时
解释的，作为东道主，新加坡不能够决定会议的结果，但是
能够协助会议顺利进行。
“虽然安保级别很高，
但事实上管治的范围非常小，
我上
下班也要经过特别活动区，
几乎没感觉受影响。
”
张汉东的办
公室就在特金会设在 F1 维修大楼的国际媒体中心附近，
有超
过 25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聚集于此，
“特金会让新
加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对提高其知名度非常有效果，
而且
会进一步提升新加坡在世界营商环境中的竞争力，
对（新加坡
的）旅游、贸易、金融、投资都会产生直接带动，
算是花了小钱
办了大事。
”
“新加坡的内政、外交都是非常务实的，
坦白说特金会的
支出，
对新加坡而言负担也不算太大。有了这次的特金会，
未
来会有很多可能性。
”
胡逸山曾在瑞士日内瓦工作，
他说瑞士
这样的中立国身份带来的不仅是长久的安宁，
无形中也带旺
了经济，
这大概也是新加坡所期望的未来。

私密性较好，
氛围更轻松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介绍，嘉佩乐酒店由
昔日军队营房修复改建而成，有 112 间客房。
酒店部分建筑在 19 世纪 80 年代建成，至
今有 100 多年历史，阳台餐区、木门、窗户、走廊
等都保有浓郁怀旧风格。由于旧时营房所处地
点地势较高，人们在酒店入口处只能看到大片
绿荫，看不到营房后方增建的酒店客房，私密性
较好。
“嘉佩乐很有历史，是旧军营改建的豪华酒
店。”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国际事务
高级顾问胡逸山直言，香格里拉的优势在于丰
富的、承办高级别会议的经验，而嘉佩乐的优势
在于更高的私密性、更轻松的氛围，
“ 这毕竟是
美朝双方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真正建立联系
的开始，会议气氛不应该过于严肃，嘉佩乐正好
满足这样的需求，而香格里拉就显得过于正
式。我去过嘉佩乐，其实你们看到的入口离酒
店主体建筑还很远，里面环境清幽，又靠近海
滩，会谈之余两位领导人还可以在海滩上边散
步边聊天。
”

更多是出于安保考量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嘉佩乐酒店距人口密
集区较远，安保布防相对容易。另外，圣淘沙岛
与陆地仅有一条堤道相连，中断交通可有效阻
止外部人员接近，
是会晤的理想场所。
新加坡政府在此前 4 日公告，圣淘沙岛全
境、岛屿与陆地相连的桥梁及周边地区、香格里
拉酒店及周边地区 10 日至 14 日划为“特别活
动区”，禁止武器、无人驾驶飞机、扬声器、横幅
等进入这一区域，
人员进入须接受警方搜身。
如今的圣淘沙岛因旅游而知名，很少人还
记得它的原名。
“圣淘沙原来叫
‘绝后之地’
，
就是
‘退此一步
即无死所’的意思，1972 年的时候改成了圣淘
沙，
圣淘沙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
‘和平与安宁’
。
”
新加坡浙商总会会长李国生笑说，特金会
会场最后选在圣淘沙的嘉佩乐酒店或许更多是
出于安保的考量。

11 日新加坡的安保明显加强

这是 6 月 6 日拍摄的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 新华社发

中行海南省分行举办中银私享留学荟活动
美国常春藤名校前面试官现场答疑，一对一模拟面试

特邀行业专家，
详解各国留学规划
新一年的留学季到来，又一
批留学生即将踏上异国留学旅
途。去哪个国家留学更适合自己
的孩子？申请和面试要准备什
么？办理申请、签证时又该注意
哪些事项？想必不少学生和家长
都有些疑问。为此，6 月 24 日下
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将在海
口中银大厦举办主题为“放眼世
界 梦想起航”中银私享留学荟活
动，联手多家知名出国服务机构，
特邀美国顶尖名校前面试官、国
际教育专家等行业专家揭秘藤校
申请之路、
详解各国留学规划。

海口市民王女士很早就有了让儿子出国留
学的想法，但国外的招生政策是怎样的？让孩子
去哪个国家留学，她还迟迟未下决定。而从申请
到面试，再到提交资金证明办理签证，留学所需
的各种程序也让王女士有些疑惑。那么，美国常
春藤名校/主流英语国家的最新招生政策趋势是
什么？如何申请，面试环节该如何准备？办理申

请、签证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这一系列问
题都能在中国银行的中银私享留学荟活动上找
到答案。
据悉，
中国银行依托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丰
富的国际业务经验，
以系统化、专业化的海内外联
动的跨境金融服务为平台，
充分发挥外汇品牌和海
内外资源优势，
面向有出国留学需求的客户推出优

质
“出国金融服务”，减少从出国前到回国后的各
环节琐事烦忧，
全面满足准留学生的各类需求。
活动当天，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将派出中行
优秀跨境讲师与大家分享最新的个人出国金融产
品与服务；特邀知名机构、美国顶尖名校面试官、
国际教育专家等行业专家，现场传递最前沿的留
学理念、
揭秘藤校申请之路、
详解各国留学规划。

现场与名校面试官一对一模拟面试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现场还提供一对一咨询
服务，搭建与各机构、各行业专家面对面沟通交
流的桥梁，打造“私人订制”，提供最适合的配套
产品和服务。更可以和名校面试官亲密接触，进

行一对一模拟面试。此外，到场参与嘉宾将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还可以参与现场抽奖活动，收获
额外惊喜。
据介绍，本次展会活动定于 6 月 24 日下午

3:00-6:00，在海口市大同路 31 号中银大厦一
楼宴会厅举行，免费对外开放。有意留学的学生
和 家 长 可 通 过 拨 打 预 约 电 话 ：66563279、
66563269 详细咨询、预约。
(林文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