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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運會收益突破15億
達整體籌備經費一半 市場化程度歷屆最高

據中通社1日電 多家外國媒體9月
1日都在熱炒一則「新聞」，稱今年7
月下旬，一艘中國軍艦與一艘印度軍
艦在南海發生「對峙」。有媒體稱，
這是中印海軍在南海「首次被報道」
的相遇，也是「突顯中國海軍自信」
的最新事件。但印度海軍隨後發表聲
明，否認了這一消息。

外媒炒作「對峙」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1日援引5名「熟

悉事件」人士的話介紹說，當時，印
度海軍「艾拉瓦特」號兩棲攻擊艦剛
剛離開越南水域，便與一艘「身份不詳」
的中國軍艦相遇。中國軍艦要求印軍
軍艦表明自己的身份、解釋其出現在
這一水域的原因。消息人士還稱，印度
已就此事向中國提起交涉。
隨後，越南外交部證實，「艾拉瓦

特」號曾在7月19日至22日訪問該
國，但表示沒有關於這起事件的信
息。
報道還為「對峙」事件加入了中越

南海衝突的背景，並以「微妙」來形
容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

印海軍發聲明指報道不實
《金融時報》的這一報道一經發

布，便迅速被法新社、《印度時報》
等媒體轉載。法新社更引申分析說，

北京近期有一系列「表明海洋自信」的活動，
「對峙」事件便是其中的最新動作。而這些都引
起了本地區國家，尤其是越南與菲律賓的憂慮。
在「中印對峙」的消息及猜測在全球媒體中盛

傳之際，印度海軍1日隨即否認了這一消息。印
度海軍發布的聲明稱：「關於『艾拉瓦特』號在
南海被一艘中國軍艦截停的媒體報道是不屬實
的。我們沒有與任何軍艦發生對峙。『艾拉瓦特』
號當時正在對越南及其它東南亞國家進行計劃中
的訪問。」

俄對華原油出口
傳7月銳減近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經濟網消息：據《油價

日報》報道說，中國目前正在推進能源供應多元
化策略以減輕對單一供應國的過度依賴。俄羅斯
是中國實現原油供應多元化的重點發展對象。報
道中說，近日有跡象顯示中俄兩國有關原油進口
和天然氣價格等問題似乎又產生了爭端。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顯示，7月俄羅斯對

華原油出口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幾乎銳減了一
半，降幅接近50%。

外媒：雙方就天然氣價格存分歧
《油價日報》的報道中說，目前中俄兩國就天

然氣價格問題的談判依然沒有突破性進展，雙方
在價格標準、計算公式和支付方式等問題上都存
在巨大分歧。有傳聞說，中俄兩國計劃在今年10
月份俄羅斯總理普京訪華期間簽署天然氣價格協
議的希望可能要落空。

外交部新任發言人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外
交部又新增一名發言人。昨日（1日）下午，新
聞司參贊劉為民首次在外交部發佈廳以發言人身
份亮相，與中外媒體見面。他是外交部自1983年
建立發言人制度以來的第26位發言人。據悉，下
周四，劉為民將首次主持記者會。
劉為民現年43歲，福建省人，大學畢業，為外

交部新聞司參贊，曾歷任領事司科員，駐毛里求
斯使館隨員，西歐司隨員，駐歐盟使團三秘、二
秘，西歐司（歐洲司）副處長、處長，駐英國使
館發言人等職。
昨天的例行記者會是外交部新聞發佈制度「升

級」後的首次記者會。中國外交部自本月1日
起，將例行記者會從每周2次增加到5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所有大型賽事的市場收入

情況均備受關注，據大運會執行局日前公佈相關數據，深圳大運會

包括票務收入和特許商品收入在內，總體收益突破了15億元（人民

幣，下同），達到了大運會整體籌備經費的一半。在參賽規模和競賽

項目創造了大運會紀錄的同時，深圳大運會也成為了大

運會歷史上市場開發程度最高的一屆。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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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會執行局市場開發部部長鄭明君
表示，本屆大運會共簽訂了43家合作贊
助企業，其中級別最高的合作夥伴贊助
金額達到了1億元人民幣，贊助總收入達
12.27億元人民幣，無論贊助企業的數
量、贊助金額還是贊助企業的品牌影響
力和關注度，深圳大運會均居歷屆大運
會之首。

喀山向深圳取經
另據了解，大運特許經營商品共計

2,300多種，分為貴金屬、工藝品、服裝
鞋帽、數碼產品等13大門類，受到了諸
多市民和遊客的熱捧，特許經營方面的
銷售額超過了3.4億元人民幣。
鄭明君介紹，大運會大部分的商業活

動，都是由大運會本身的商業贊助商來

擔當，一些深圳本土企業，在參與大運
會中，也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品牌和實
力。譬如，中航健身會，在大運會期間
服務運動員人次達到21,900人次，創下
了單個企業服務大運人次最多的紀錄。
國際大體聯官員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

曾表示，「深圳大運會市場開發對大運
會的貢獻，堪比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對
於奧運會的歷史貢獻。」而下一屆大運
會主辦城市—俄羅斯喀山也邀請深圳為
其介紹大運會市場開發的經驗。

深否認3千億辦大運
此前，有媒體指深圳以3,000億籌辦大

運會，並推測深圳將首現財政赤字。深
圳市財委負責人則表示，大運會開支情
況將在大運會結束後及時統計並公開發

佈。3,000億的統計不論數據是否準確，
也不能把它與大運會開支簡單地等同起
來。
據該負責人介紹，近年來，深圳市在

勤儉節約地保障辦賽事經費的同時，重
點將資金向辦城市、惠民生方面傾斜，
並注重將經營性投入與財政性投入相結
合，重點增加安排有利於城市長遠發展

的基礎性建設項目，如分別於2002年、
2007年、2008年開工建設的1、2、3、5號
地鐵線路於今年6月底全面開通後，周邊
區域的交通車流量下降20%左右，對改
善市民出行起到積極作用。「十一五」期
間，進行了23座污水處理廠的興建、擴建
和改造，建成污水廠配套幹管及沿河截
污管約800公里，河道水環境顯著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載人航天
工程新聞發言人昨日（1日）表示，受「實踐十一號04
星」發射失利影響，任務總指揮部正對執行首次交會對
接的各飛行產品開展全面質量複查和舉一反三工作。
「天宮一號」發射計劃作相應調整，具體發射時間將根
據失利火箭故障調查結果確定。目前，航天界展開深刻
反思和徹底整改，力保「天宮一號」、「神舟八號」等
後續型號任務圓滿成功。

「神舟八號」已運抵酒泉
發言人表示，執行首次空間交會對接任務的「天宮一

號」目標飛行器、「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在發射場
的各項測試準備工作進展順利，「神舟八號」飛船按計
劃已於8月26日空運至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由於受到
「實踐十一號04星」發射失利影響，任務總指揮部決定
對「天宮一號」發射計劃作相應調整。
至於調整發射計劃的考量，發言人指出，主要是因

發射「天宮一號」的「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與發射
失利的「長征二號丙」火箭為同一系列。由於失利火

箭的故障調查處理工作正在進行，故障原因是否關聯
「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尚不明確。出於安全考慮，目
前工程各系統正對執行首次交會對接任務的各飛行產
品開展全面的質量複查和舉一反三工作。「天宮一號」
具體發射時間將根據失利火箭故障調查結果確定。

專家：出現問題是正常現象
針對「實踐十一號04星」的發射失利，此間權威航天

專家向本報表示，這是16年來中國最嚴重的航天發射失
敗，但失敗並不可怕，航天工程出現問題是正常現象。
航天是一項高技術、高投入、高風險的三高事業。與軍
艦、飛機製造業不同，航天是一項「從來沒有第二次機
會」的事業，更要求保證質量萬無一失。
這位專家強調，包括美國、俄羅斯等國家的航天發射

失敗甚至事故，最終查找的原因，往往是在很小的地
方，問題出在已掌握的成熟技術方面。航天工程是「細
節決定成敗」，要在製造生產等等全部保證萬無一失，
才能確保工程的成功。

首屆中歐民間對話會 月中在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首屆中國歐洲

民間友好合作對話會」，將於本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和天
津兩地召開。會議以「跨越時空的合作」為主題，設立
經濟對話會和人文對話會兩個專題會議，旨在搭建一個

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民間交流平台，鞏固國家關係健康發
展的民意基礎。屆時，將有來自歐洲十多個國家的政
治、經濟、文化、地方政府、對華友好組織的高級代表
與會。

電影涉歪曲秋瑾 外孫女函溫總投訴
據中新社紹興1日電 即將上映的《競雄女俠．秋瑾》

近日再爆劇照，飾演秋瑾的黃奕以各種中性裝、男裝亮
相，其中亦不乏舞刀弄槍的勁照。此預告片在美國傳播
後，引起了在美華人的一片嘩然，更引起了在美國的秋
瑾外孫女王焱華的強烈質疑。9月1日，秋瑾親侄孫、75
歲的秋經武在浙江紹興收到了從美國王焱華處寄來的
信，稱其已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外交部部長楊潔
篪反映了這一情況。
記者1日來到浙江紹興拜訪秋瑾親侄孫秋經武，正巧

秋瑾外孫女王焱華從美國寄來了一封信。在記者面前秋
老打開了該信件，信件中夾帶 一篇來自《世界日
報》、標題為《秋瑾愛打架？後人很受傷》的報道。報
道稱，在《競雄女俠．秋瑾》中，黃奕版的秋瑾經常與
人打到出手，成了江湖中人。秋老表示，該片許多情節
不尊重事實，「就是現在說的庸俗、低俗、媚俗，就這
個三個『俗』。」

電影未獲秋瑾後人授權
按照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的相關規定，拍攝此類歷史題

材的影片必須有革命烈士後人的授權書，而《競雄女

俠．秋瑾》的拍攝並沒有得到秋經武的授權。
秋老告訴記者，早在去年8月25日，《競雄女俠．秋

瑾》劇組曾向秋老索要過授權書，但由於秋老對於劇本
中的許多情節不予認可，要求修改後再簽署授權書，之
後就不了了之。後秋老得知，去年9月該劇已悄悄在橫
店開拍。
「我支持，我歡迎，我感謝。但是你要拍的是真實的

秋瑾啊。」秋老再三強調，秋瑾是救國救民的俠，是俠
義的俠，不是飛檐走壁的俠。

十餘年來，中國人似

乎已習慣於航天工程的

精彩和成功，習慣於航

天人總能成功應對各種

挑戰，習慣於航天技術的

飛速發展和趕超躍升。然

而，對於「天宮一號」勇

敢的「慢下來」，我們更

應喝彩——為高度負責的態度，為踏

實穩健的發展方式，為正視問題的進

步決策。

自1996年以來，中國進行過數百次

航天發射，僅在「實踐十一號04星」

發射上出現一次失敗。這種領先於世

界的高成功率，可側面印證中國航天

工程的質量。同時，「天宮一號」作

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發射任務，各方面

投入更多重兵，在質量上更是精益求

精。

綜上看來，「天宮一號」似不必進

行複雜的「歸零」和龐大的舉一反三

工程，不少輿論也認為一次發射失利

不會影響到整個交會對接任務。但

是，航天部門仍自覺責令整個工程徹

底整改，並強調後續任務發射時間取

決於事故調查的結果。

許多人將當前中國各行業的發展形

容為「大躍進」。這個貶義詞並不能

準確概述全部情況，卻是很多重大項

目「跨越式」上馬，一味追求速度的

寫照。雖然在技術研發、工程製造等方面，出

現問題甚至失誤，都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但航天部門在控制工程質量，及時調整發展速

度的方法和態度，值得更多行業學習。

面對這次發射失利的陰影，以及難度前所未

有的首次交會對接任務，航天人還要自己走出

困境和低谷。誠如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

理馬興瑞提出的，必須提高認識、堅定信心，

凝聚攻堅克難的智慧和力量，下定決心解決一

批影響成敗的關鍵瓶頸和薄弱環節，全面提升

中國航天技術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航天不僅是中國科技輝耀世界的名片，更是

中國自主創新精神的體現。一次發射任務的失

利，也許會改變某個航天工程的進展，卻無法

改變航天事業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為續寫航

天精神的光榮，實現航天強國的理想和探索外

層空間的宏願，中國航天加油！

■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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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運會成為大運會
歷史上市場開發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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