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報道，四條高鐵線包
括將會興建從香港過來的沿海線，上海可以6小
時到香港；5小時到北京的京滬線；即將開通的上
海到成都的滬蓉線；將於2017年開通的從上海到
昆明的滬昆線。

推動長三角轉型升級
上海虹橋綜合交通樞紐將來會有4條高鐵終點
站，並通過高鐵形成城市之間的連接線，最終形
成長三角一體化以及中國「兩帶一路」（長江經

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大通道。
上海虹橋商務區管委會副主任陳偉利17日在

「未來城市峰會2014」表示，四條高鐵線包括未
來從香港過來的沿海線，如果速度提高到300公
里/小時，上海可以6小時到香港；5小時到北京
的京滬線；即將開通的上海到成都的滬蓉線；將
於2017年開通的從上海到昆明的滬昆線。
將於7月1日開行的滬蓉動車，經過成都、重
慶、武漢、合肥、南京、上海等，橫跨東中西

部，標誌着長江經濟帶的陸上大通道——滬漢蓉
高速鐵路全線通車，串聯起整個長江經濟帶的客
貨動車大通道。
陳偉利說，虹橋商務區是中國的大戰略，通過

虹橋商務區，可以帶動長三角一體化，使長三角
甚至皖江經濟帶的城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巨
大的城市群。而這一塊如果成功，不僅可以推動
形成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還可以實現世界最大的
製造業基地在長三角的轉型升級，同時改變上海
東重西輕的城市結構。

首架國產支線客機滬首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首架自主研製、擁有完
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
渦 扇 支 線 客 機
ARJ21-700，昨晨在上
海成功首飛。隨後，
ARJ21-700 還將在國內
10多個機場開展試飛，
並計劃於年內交付成都
航 空 。 據 悉 ，
ARJ21-700 預計將於年
底取得適航證。目前，中國商飛公司已同14家國內外客戶簽署了253
架ARJ21-700飛機訂單。
支線飛機指100座以下，直飛航程低於800公里的小型旅客機，用於

大城市與中小城市間的飛行。
昨日8時30分，ARJ21-700「105架機」緩緩移出，由牽引車引至飛

行準備區。9時40分，開始在地面做高滑試驗。中午12點30分，「105
架機」起飛。據中國商飛飛機試飛中心副主任譚祥升表示，以往試飛的
航程多為1小時，但今次為了充分驗證，試飛航程定為兩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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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礁之爭存意外風險
美再平衡戰略刺激 加劇亞太海洋競爭

《戰略評估》報告是軍事科學院國防
政策研究中心年度評估報告之

一，由中心組織不同領域專家學者撰寫完
成。
報告在「亞太海洋競爭與合作」專章中

說，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獨島爭端、俄日
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爭端以及
南海問題等爭議熱點頻出，引發各戰略力量
參與博弈，加劇了亞太地區海洋競爭態勢。
美國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刺激了有關
國家倚美自重、以武謀海的心態，加劇了矛
盾，增大了對抗性因素。

中國海上地緣條件不利
報告稱，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周邊
海上問題集中爆發，中國面臨的海洋發展和安
全挑戰驟然嚴峻。中國是一個海上方向地緣條
件不利的國家。其一，中國與周邊6國隔海相
望，在專屬經濟區劃界上存在爭議，加上釣魚
島、南海島礁主權爭議問題日益突出。其二，
中國當面西太平洋海域橫亙第一島鏈，中國商
船和軍用船舶必須通過相關的海峽水道才能走
向大洋，加上美國的軍事存在和同盟關係，使
問題更加複雜。目前，中美在美艦機抵近中國
近海及專屬經濟區內偵察的合法性問題上分歧
難以彌合，日本不斷質疑中國海軍進出第一島
鏈海峽水道、在第一島鏈以外海域訓練以及防
空識別區的劃設等正常舉措，存在發生海空意
外事件的風險。
報告指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海上安
全問題是全球性的。當前，海盜、恐怖主
義、跨國犯罪、重大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等

非傳統海上安全問題對地區安全的影響越來
越突出。
「中國海權發展將以和平合作為主要手

段。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和積極防禦的
軍事戰略，決定了中國發展海權及現代化海
上力量、建設一支強大海軍的防禦性質。」
報告強調，中國海權絕不是霸權，無論過
去、現在和將來，無論中國海軍如何強大，
也絕不會爭霸、擴張。當代中國海軍的建設
和運用，將始終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
護人民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堅持積極
防禦的軍事戰略。中國為維護國家利益和承
擔國際義務而必然發展的海權及其海上力
量，不僅是中國的機遇，也將給世界帶來發
展機遇。

反導實質是謀求軍事優勢
據新華社引述，報告指出，中國面臨的太
空安全威脅日益嚴峻。中國將在堅持和平開
發利用太空原則基礎上，與國際社會特別是
發展中國家通力合作，繼續反對太空武器化
和太空軍備競賽。
報告對全球導彈防禦發展態勢進行了專題評

估。報告認為，發展破壞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
的導彈防禦計劃，必然惡化全球安全環境。相
關國家誇大所謂地區導彈威脅，盲目發展超出
國家國土防禦實際需求的反導系統，其實質仍
是謀求單方面軍事和安全優勢。
報告又指出，中國將繼續同國際社會一

道，反對網絡空間軍備競賽，推動建立公平
合理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共同維護網絡空
間的安全與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軍方智庫昨日發表的《戰略評估2013》指

出，亞太地區在世界經濟發展與國際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近年來地區島

礁主權爭端急劇升溫，加劇了亞太地區的海洋競爭態勢。報告分別以中英文

出版，由前言、全球戰略形勢、亞太海洋競爭與合作、網絡空間安全新趨

勢、北極地區開發與合作、太空領域國際競爭、導彈防禦發展態勢等7部分

組成。

軍事科學院

$
0� 軍事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

軍最高軍事思想庫，直屬中央
軍委領導，位於中國北京西郊
西山附近。現任院長為劉成軍

空軍上將，政治委員為孫思敬上將。學院成
立於1958年3月15日，葉劍英元帥為首任院
長兼政治委員，該校的研究部門包括科研指
導部、戰略部、戰役戰術部、軍制部、軍史
部、外軍部等。

1956年9月，為提高軍事作戰能力、適應

國防和未來戰爭的需要，中央軍委提議建立
軍事科學研究機關。同年底，葉劍英元帥負
責籌建工作。次年 7 月，中央軍委整合編
制，並設立數個研究部門。10月，確定該校
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1958年，
軍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直屬中央軍
委，葉劍英擔任院長兼政治委員。軍科是研
究和制訂解放軍戰役戰術和戰略理論和法規
的職能部門，同時為中央軍委提供重大軍事
和安全問題的決策諮詢建議。

■■近年來地區島礁主權爭端急劇升溫近年來地區島礁主權爭端急劇升溫，，加劇了亞太地區的海洋競爭態勢加劇了亞太地區的海洋競爭態勢。。圖為圖為
中國和越南中國和越南近期在南海發生衝突近期在南海發生衝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潔篪晤范平明 促越停海上干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國務委員

楊潔篪昨日在河內向越南副總理兼外長
范平明說，中越「海上問題」當務之急
是「越方應停止對中方作業的干擾」；
范平明則說，越南願與中國密切溝通，
兩國有能力和平解決分歧。楊潔篪並分
別會見了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及越南
總理阮晉勇，就兩國關係和海上問題交
換了意見。

越方：兩國能和平解決分歧
楊潔篪昨日以「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

員會團長會晤」的名義，與范平明舉行
會談。楊潔篪指出，中越關係正面臨困
難局面，這是由於越方最近一個多月來
持續非法干擾中方在西沙群島近海的鑽
井平台作業造成的。楊潔篪強調，西沙
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企業有關作
業位於西沙群島近海，是10年來在同一
海域勘探活動的自然延續，完全合法合
理合情。
楊潔篪指出，對於當前海上問題，雙
方要從維護兩黨兩國關係大局出發，堅
持管控海上局勢，通過政治外交努力，
尋求妥善的解決辦法，避免有關問題擴

大化、國際化。當務之急是越方應停止
對中方作業的干擾，停止炒作有關問
題，停止炒作分歧、製造新的爭議。
范平明闡述了越方對海上問題的立場

和看法，表示越方願意遵守兩國領導人
就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敏感問題，避
免使之干擾兩黨兩國關係全局達成的重
要共識，願意就當前海上局勢同中方繼
續保持密切溝通，管控緊張局勢，妥善
解決有關問題，向外界表明，越中兩國
有能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分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
弘認為，中越高層舉行會談是個積極的
發展，但雙方能否減少對抗的烈度，談
出一些措施來緩解局勢，仍有待觀察。

學者：穩定形勢初步試探
他解釋，中國絕不可能停止勘探活動，

越南也不可能改變基本立場，雙方截然對
立，而且誰也不會退讓，因此此次會談只
能視為「一個穩定形勢的初步試探」，目
前無法判斷會否有任何結果。

■■楊潔篪楊潔篪（（左三左三））與越南副與越南副
總理范平明總理范平明（（右二右二））舉行中舉行中
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團長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團長
會晤會晤。。 新華社新華社

■■楊潔篪昨日在河內會見越共中楊潔篪昨日在河內會見越共中
央總書記阮富仲央總書記阮富仲。。 路透社路透社

內地啟動少數民族援助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全國民族地區綜合援助
計劃昨日在全國政協禮堂正式啟
動。該計劃主要援助新疆、西
藏、內蒙古、廣西、寧夏五個自
治區和貴州、雲南、青海三個少
數民族較集中省份及30個民族自
治州、革命老區及國家集中連片
扶貧攻堅地區，其中亦有香港企
業計劃每年向新疆援建5至10所

維漢雙語示範學校。
援助計劃中，經濟方面包括援

助基礎設施和在香港和北京建立
少數民族商品交易展示平台等；
文化方面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和優秀文化下鄉等；醫療方面
有援助救護車、醫療設備等；教
育領域包括捐建民族職業技術學
校、雙方師資培訓、民族地區幹
部語言培訓等。

滬擬建高鐵滬擬建高鐵 66小時可抵港小時可抵港

拱墅：四大文創產業搶佔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鄭忠成、高施倩
浙江報道）杭州市拱
墅區是文創產業搶佔
的新高地，設計服務

業、信息服務業、現代傳媒業、動漫
遊戲業已成為該區發展的四大支撐，
並湧現出漢嘉設計、浙報印務、影天
印業、盤石、締順科技、博采傳媒等
一大批龍頭企業。設計服務業集聚合
力。唐尚433園區和絲聯166創意園匯
聚了工程設計、景觀設計、室內裝飾
設計、服裝設計等企業40餘家。
目前，文創園已引進浙報印務，總
投資5億元打造成為全省規模最大、智
能化管理程度最高的現代化報業印刷
企業。文創「新軍」影天印業憑借
《宋畫全集》榮獲中國出版行業政府
最高獎印刷複製獎。
2008年，浙江盤石入駐拱墅，使拱

墅區的信息服務業飛速發展，隨着利
爾達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物聯網行業
的領軍企業加入，拱墅區信息服務業
的效益逐漸體現。
2011年初，動漫企業浙江締順科技

有限公司與央視動畫聯合推出的首部
融合三維變形元素的動畫大片《莫麟
傳奇》，獲得金猴獎提名獎，填補了
運河天地文創產業園區內動漫產業的
空白。此後，浙江博采傳媒公司製作
的動畫電影《昆塔傳奇》，被國際3D
電影協會授予《昆塔·盒子總動員》
2013傑出成就獎，該電影更在近期落
幕的第20屆上海電視節電視劇白玉蘭
獎上，以評委全
票通過的絕對優
勢獲得最佳中國
動畫片大獎。
■運河天地文化
創意園徽標。

深圳擬增16個直升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第二屆AOPA國際飛
行訓練展將於7月初在深圳會展
中心舉辦。深圳市交委空港處處
長吳曉明透露，深圳規劃新增16
個直升機場，將可以滿足緊急情
況下，通過直升機進行人員、物
資運輸需求。同時盡快啟動通用

航空機場建設。
據市交委透露，16個直升機

場尚處於考慮當中，還未上報
民航部門審批。計劃將包括深
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龍崗中心
醫院樓頂、部分寫字樓樓頂、
東部華僑城等旅遊景點以及前
海區域。

軍方智庫：

「河野談話」檢證報告明交國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

報道，由日本首相官邸主導的對
「河野談話」發表的前因後果的
調查檢證工作，已於近日結束。
這份報告將於本月20日交給國會
審議。消息說，報告的結論認
為，「河野談話」是日韓兩國政
府「共同炮製的政治文件」，具
有許多不可信因素。從而間接否
認了這一份談話。
這個由安倍政府聘請的五人檢證

小組進行。在過去一個多月裡，五

人小組對「河野談話」發表的前
因後果進行檢證。消息稱，五人
小組認為，當時的日本政府蒙受
了韓方的強大政治壓力，與韓國
政府之間就談話內容進行的協商
與文字修正。同時所依據的慰安婦
證言也有可疑之處。
1993年，以當時的內閣官房長

官河野洋平的名義發表的談話，
承認了當年日本政府和日軍對慰
安婦採取了強制行動，對於「慰
安婦問題」負有責任。

■■中國中國ARJARJ2121--700700新支線飛機昨新支線飛機昨
在上海完成第一次飛行在上海完成第一次飛行。。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