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 京 報 道 ） 據報
道，耗資36億美元的密松水電站位於緬甸
克欽邦境內的伊洛瓦底江（以下簡稱「伊
江」）與恩梅開江匯合處，其主要投資者為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中電投）。根據建
設計劃，密松水電站大壩建成後，將形成
一個面積約為766平方公里的水庫，相當於
整個新加坡的面積，超過60個村的1萬多名
居民須為此搬遷。

另據廣東《時代週報》副總編輯趙世龍
近日在微網誌上分析，緬甸伊洛瓦底江密
松水電站總投資36億美元、已完成投資20
餘億美元，「擱置以後，已投資的20多億
美金可能打水漂。」

據《亞洲週刊》報道，密松電站裝機容
量為600萬千瓦，建成後90%的電力將輸送
到中國，這也是克欽邦當地居民與民主派
人士反對項目計劃的主要原因。

港媒：緬欲向西方顯改革誠意
報道稱，緬甸政府決定暫停中資水電項

目，主要由於受到來自國內多個反對聲音
的挑戰，其中，擁有民眾動員能力的國內
民主派是主要反對者。克欽邦境內活躍的
克欽獨立武裝也是反對水電站計劃的主要
力量之一。據中國大陸一位不願具名的緬
甸問題專家指出，克欽邦內長期活躍的克
欽獨立軍中，許多高層指揮者擁有留美、
留英的背景，克欽獨立軍思想上是親西方
的。

報道稱，有分析認為，自稱「民選政府」的緬甸現
政府今年3月上台，但西方多國拒絕承認其民選地位，
認為總統吳登盛不過是前任最高領導人丹瑞的傀儡。
為盡快擺脫被孤立的國際環境，現政府做出「順應民
意」之勢，承諾在5年任期之內暫停水電站建設，是有
意向世界、主要是西方國家顯示其改革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湖北報道）10日上午10
時，湖北省暨武漢市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緬懷英
烈祭奠儀式，海內外5,000名代表參加了祭奠儀式。

湖北的祭奠儀式在剛剛落成的辛亥革命博物館廣場
前舉行，以被稱作「紅樓」的辛亥首義湖北軍政府舊
址為背景。上午10時，九聲鐘鳴，祭奠儀式正式開
始，祭台在黃白色菊花的簇擁下莊嚴肅穆，中共湖北
省委常委、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致辭，他表示，

「我們隆重集會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緬懷孫中
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驅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
幸福所建立的歷史功勳，祭奠在辛亥革命中捨身成
仁、英勇獻身的革命英烈。」

5革命志士後裔代表敬香
他同時指出，孫中山先生、辛亥英烈和愛國僑胞及所

有愛國志士，「以實際行動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樑！」

隨後的移靈進場儀式，將辛亥革命烈士之靈位安置
於祭台中央，擔任主祭的湖北省省長王國生向英烈靈
位敬香。同時，來自兩岸四地和旅居海外的辛亥革命
志士後裔的5位代表敬香，隨後各界代表向辛亥革命英
烈敬獻花籃寄托哀思。王國生在酹酒儀式後恭讀祭
文：揮長劍，挽強弓，射落皇冠，帝制始廢除，思想
解放；爭民權，謀民生，平等民族，共和成正統，圖
建新邦。英雄襟懷，長風浩蕩，「百年辛亥，銳於千
載」，斯言不罔！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
任李鴻忠向英烈靈位行贈名禮，銘牌上書「敢為天下
先」。

來自海內外5,000名代表參加了祭奠儀式，辛亥志士
馮自由之孫馮修武專程從德國赴武漢，在祭奠儀式結
束後馮修武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10月10日這個特
殊的日子祭奠先人，加深了辛亥革命的歷史記憶，這
對海外的華人華僑有 特殊意義。馬來西亞《光華日
報》董事駱南輝率團出席祭奠儀式，他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在辛亥的大旗下，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海內外華
人華僑有更多的期待，就是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
一。

新聞背後

外交部：南海問題不勞美方傳話

據中新社北京10日電 中國官方10日表示，中方決定
向柬王國政府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緊急人道主
義物資援助，幫助救助洪災災民。有關救災物資將於
近期發運。

近幾個月來，柬埔寨部分地區遭受暴雨襲擊，造成
嚴重洪災。據了解，洪水引發的災害導致柬埔寨全國
至少207人死亡，受災人口約120萬。

柬國洪災嚴重
中國提供5千萬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
(見圖)11日抵北京，對中國進
行為期5天的訪問。這是他今
年初擔任越共總書記之後首
度訪華之旅。有分析指，中
越有 傳統友誼，經貿關係
密切。但近年因南海問題，
雙方關係出現波動，間接影
響經貿關係。此次訪華，雙
方除就經貿、地區安全等廣
泛議題交換意見外，如何處

理南海問題或成一大看點。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日前的報道稱，越南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總書記阮富仲訪問中國，將與中國方面就南海
問題舉行會談。報道稱，雖然中越屆時將強調和重申
兩國友好關係，但雙方意見的「分歧依然很大」。

除南海問題外，兩國經貿關係，也將是阮富仲此行
的重要內容。統計顯示，中越去年貿易額首次達到250
億美元，創下中越貿易歷史的新高，並有上升空間。
據《廣西日報》報道，隨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
建設和發展，中國和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將於
2015年實現90%以上的商品貿易零關稅，這將進一步推
動中越兩國貿易不斷向前發展。

專家表示，以發展經濟為首任的阮富仲深知，正處
經濟起飛的越南，不僅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而且需
要中國巨大市場的支持和穩固的經貿關係，這或許為
妥善解決南海問題發揮作用。

越共總書記今訪華
南海問題成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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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緬甸總統特使

中緬同意妥處電站項目

海內外5千代表聚首武漢 祭奠辛亥英烈

中國多層木地板
美擬徵高額雙反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報道，美國商務部12日

將宣布計劃對中國生產的多層木地板和高壓鋼瓶
徵收的關稅稅率。　

美國商務部將對中國生產的多層木地板設定最
終稅率，初步計劃徵收至多83%的反傾銷稅，以
及至多27%的反補貼稅。如果裁定結果屬實，不
少中國木地板企業可能將無法承受而被迫退出美
國市場。

美國商務部還將就中國生產的高壓鋼瓶反補貼
稅作出首個決定。呈請人Norris Cylinder Co.稱，
中國企業以低於正常價值的售價出售這類商品。
該公司試圖要求對這類商品徵收高達176%的反
傾銷稅。　

在關稅決定生效之前，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還
須確定，進口上述商品對美國生產商造成了不利
影響。

中俄將探討
在俄合建經濟特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證券時報網報道，中俄總理

定期會晤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10月10日在北京舉
行。國務院副總理、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中
方主席王岐山與俄羅斯政府副總理、中俄總理定
期會晤委員會俄方主席茹科夫共同主持了會議。

王岐山指出，本次會議富有成效，為兩國總理
會晤做了很好的準備。下一步中俄將繼續保持雙
邊貿易快速增長，優化貿易結構。擴大相互投
資，探討在俄合作建設經濟特區。在雙邊貿易中
進一步擴大本幣結算。落實好民用航空領域合作
計劃，繼續推進重點航天合作項目。加快推進跨
境橋樑等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跨國陸海聯運通
道。落實中俄地區合作規劃綱要，加強地方間合
作。繼續加強在20國集團、金磚國家、上合組織
等多邊框架的溝通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正當外界紛紛熱炒緬甸準備

擱置中方參與投資的大型電站項目，猜測中緬關係已由此出現裂痕

之際，緬甸總統特使、外長吳溫納貌倫到訪北京，並於昨日（10日）

分別同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外長楊潔篪會面。吳溫納貌倫重

申，緬甸總統和政府十分珍視緬中友好關係，高度重視中方有關關

切，願同中方密切配合，加強互利合作，不斷充實緬中全面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內涵。就中緬電站項目問題，兩國外長同

意，將本 友好協商精神予以妥善處理。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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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媒日前引述緬甸政府官員透露，
緬甸總統吳登盛上周五（7日）通知國
會，將根據人民的意願，在本屆政府任
內擱置興建伊洛瓦底江密松水電站項
目。據報道，有關項目涉資36億美元，
與中國合資興建，是緬甸最大的水電
站，但遭到昂山素姬及其支持者的反
對，理由是水電站影響伊洛瓦底江水
流，而且會迫使一萬兩千人遷離。

外媒炒作圖離間中緬關係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外媒一

直在不斷炒作緬甸擬停建與華合資最大
水電站消息，並猜測緬甸政府準備借削
弱對華合作來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
而美國國務院也在第一時間對緬甸的決
定表示歡迎。《人民日報》日前也就此
發表評論稱，圍繞密松電站等中緬兩國
合作項目，美國等西方國家或政府直接
出面，或借助所謂非政府組織造勢，前

前後後沒少忙活。
評論指，用所謂民意打壓中國投資是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慣用手法，但美國等
西方國家時至今日仍保持 對緬甸的制
裁，制裁嚴重影響了緬甸人民的正常生
活，中國的投資給緬甸人民帶來新的希
望。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媒借中緬電站
項目不斷炒作唱衰中緬關係時，中緬油
氣管道(緬甸段)第四標段於10月1日開
工，同時，緬甸外長吳溫納貌倫也以總
統特使身份訪華。

昨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了
吳溫納貌倫。習近平指出，對中緬合作
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希望雙方通過友好
協商，尋求妥善解決的辦法，確保中緬
各領域交流合作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當天，中緬外長也舉行了會談。雙
方就密松電站項目問題進行了深入溝
通，同意本 友好協商的精神妥善處理

有關事宜。
針對緬甸準備擱置密松電站項目一

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周一回應
稱，密松電站是中緬兩國的合資項目，
經過了雙方的科學論證和嚴格審查。對
項目實施過程中的有關事宜，應由雙方
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

京報評論籲緬方正視問題
《人民日報》評論指，中國企業合法

和正當權益理應得到投資對象國政府的
保障。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做法對
待中國投資有失嚴肅，有損相關國家的

投資環境。
評論稱，密松電站項目出了問題，自

然需要正視並積極推動解決。但是，以
一個具體合作項目來推論中緬經濟合作
乃至兩國關係受挫，未免過於天真和一
廂情願。

另據外媒援引一名緬甸官員的話稱，
緬甸副總統吳丁昂敏烏將在10月下旬訪
華。吳丁昂敏烏訪華的正式目的是出席
10月21日至26日在廣西舉行的中國—東
盟博覽會開幕式，但他將在出席博覽會
活動間隙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晤，就緬
方擱置密松水電站項目一事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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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就
在中美兩國10月11日於北京舉行第
二次亞太事務磋商前夕，中國外交
部副部長崔天凱(見圖)10日對中外主
流媒體舉行了小型吹風會。崔天凱
表示，南海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

崔天凱介紹說，他將與美國助理
國務卿坎貝爾就亞太事務，特別是

近來亞太地區的一些新發展與新問題進行磋商，這個
機制是落實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結果。一些敏感的
熱點問題，比如美國對台出售武器問題、美國會人民
幣匯率議案等敏感問題都將涉及，因為健康穩定的中
美關係是雙方開展亞太合作的基礎。

《環球時報》記者提問稱，「坎貝爾剛剛訪問了亞
洲的中國周邊國家。今天（10日）日本媒體報道稱，

日本擬將全面介入南海事務，如果坎貝爾帶 一些國
家的關注與中方磋商，中方會如何應對？中方是否會
學習坎貝爾先生在亞太事務雙邊磋商之前與周邊國家
強化溝通？」

強調並非中美之間問題
對此，崔天凱表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溝通工作做

得比美國早，做得好，坎貝爾先生其實是向中國學習
的，當然，中美之間還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不
過，中國周邊國家的話其實不需要煩勞坎貝爾先生轉
達，因為有些話轉了幾次之後就變質了。

有記者問到，在磋商時是否會與美方就南海問題達
成某種共識？崔天凱強硬表示，南海問題不是中美之
間的問題，美國不是南海島礁和海洋權益聲索方。若
美方要了解中方立場，中方願意介紹。

航天員勤練「飛天術」準備進「天宮」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晨報》報道，此刻，天宮

一號目標飛行器正在距離地面354千米的近圓軌道上
飛行。在不久的未來，它將成為我國航天員在太空中
的新家。而在此刻的地球家園，航天員們正忙 為奔
向「天宮」而艱苦備戰。在航天員的身後，更有一大
批技術人員奔忙在各個試驗現場，為航天員打造「飛
天」之路。

每餐吃剩骨頭均需秤重
航天員教員姚志稱，「天宮成功發射了，航天員上

天也不遠了，訓練很緊湊。」當天的科目是飛船飛行
程序訓練，3個小時裡，姚志一動不動坐在監控器
前，為航天員發送指令，不時提醒注意事項。訓練結
束後，姚志風風火火走進休息室講評，「有人按下執
行鍵慢了，指令位置要非常熟悉才行。」

在航天員公寓食堂，營養師黃賤英忙得不亦樂乎。
「你可以多吃一點洋 ，能抗癌，降血脂，對男性健
康也有好處。」她為正在選餐的一名航天員給出膳食
建議。飯後，她端起航天員吃剩的碗，一一過秤，碗
裡的剩骨頭也要秤出來。「我要分析航天員營養攝入
的情況，檢驗我們膳食營養工作的效果。」

天宮一號或將「沉睡」南太平洋
另據內地媒體報道，按照天宮一號任務飛行方案，

天宮一號發射後，其在軌飛行期間，將依次發射神舟
八號、神舟九號、神舟十號飛船分別進行交會對接形
成組合體。

組合體飛行任務結束後，天宮一號與飛船分離。待
飛船返回後，天宮一號升軌到高度約370千米的近圓
軌道，轉入長期在軌運行管理模式，開展空間科學與
技術實驗，並等待下次交會對接。

據《人民日報》報道，專家透露，天宮一號在壽命
末期，將主動離軌，隕落南太平洋。

■中國航天員在進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緬甸總統特使、外交
部長吳溫納貌倫。 新華社

■湖北省暨武漢市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緬懷英烈
祭奠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參加祭奠的武漢市民向辛亥英烈默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密松水電站大壩工地。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