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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海陸空三軍 參閱戰機全係三代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距 9 月 3 日勝利日大閱兵約 2 個
中閱兵式將有 10 個梯隊，覆蓋海陸空三軍，從客串「二戰螺旋槳飛機」
的初教六，到航母上的明星「飛鯊」殲 15 等等。此間軍事裝備專家向本
報透露，與 2009 年的國慶大閱兵相比，今年勝利日空中閱兵更加精彩，
參閱戰鬥機已全部升級為三代機，「特別是難得一見的戰略轟炸機『戰
神』轟 6K，掛巡航導彈在空中亮相的意義深遠」。

撼。依照網友提供的圖片顯示，空中閱兵
將分為 10 個梯隊。首先出場的是抗戰勝利
70 周年主題梯隊，由三架陸航直 8A 吊旗領
隊，7 架初教六教練機客串「二戰螺旋槳飛
機」。此後，由 8 架武直 10 和 12 架武直 19
組成的「70」字樣方陣飛過。有消息稱，
紀念方陣可能將在空中閱兵中打頭陣，也
有可能作為壓軸出場。

「戰神」轟 6K 綵排現真身
第二梯隊是近年來的閱兵「標配」，預
警機空警 2000 和八一飛行表演隊 8 架塗裝
殲 10 組成箭形梯隊。分析認為，殲 10 可能
會在正式閱兵式拉出彩煙，凸顯喜慶氣
氛。第三梯隊，由空警 200 領隊，兩架運 8
系列特種機各帶領4 架戰鬥機組成。第四梯
隊，是海軍航空兵的信息化建設成果展
示，預警、警戒、偵察等特種機型一應俱
全，兩隊殲轟 7A「飛豹」多用途殲擊轟炸
機緊隨其後。
值得關注的是，出場呼聲極高的戰略轟
炸機「戰神」終於在閱兵綵排中現真身。
第五梯隊，由 9 架轟 6K 組成三個品字形編
隊。圖片可以清晰看到，轟 6K 轟炸機掛載
兩 枚 K/AKD-20 空 射 巡 航 導 彈 。 「 『 戰

神』亮相可以說是本次閱兵的最大看點之
一」，專家表示，雖然名叫轟 6K，但其已
與轟 6 系列完全不同，從外形、發動機、航
電、飛控、火控甚至座艙全部都是新的，
而且其掛的巡航導彈空中射程達到 1,000 公
里，威力巨大。

直升機編隊或壓軸出場
第六梯隊由 2 架轟油 6 和殲 10 戰鬥機組成
的加受油機編隊。第七梯隊是由 12 架殲
11B 組成的 3 個楔形方隊，殲 11B 掛載兩枚
PL-12 空對空導彈。第八梯隊，則由 15 架
殲10戰鬥機組成的三個箭形方隊， 殲10戰
鬥機掛載兩枚 PL-12 和兩枚 PL-8 空對空導
彈。
第九梯隊是殲 15 艦載機編隊，這也是空
中閱兵最受矚目的方陣。專家表示，遼寧
艦曝光後，人們對海上起降的「飛鯊」殲
15已十分熟悉，但5機編隊在城市中低空飛
行尚屬首次，這將再次檢驗中國艦載機的
性能。
「從這次綵排來看，與 09 年國慶空中閱
兵最大的區別，是參閱的直升機多了，固
定翼少了」，專家分析說。圖片顯示，綵
排的第十個梯隊由數十架直 9WA、直 8B、
武直 10、武直 19 組成，直升機編隊作為壓
軸大戲最後出場。

■轟6K轟炸機掛載兩枚K/AKD-20空射巡航導彈。

■武直-10編隊。

海軍在黃海舉行實兵實彈對抗演練
■參演艦隻實射各
型導彈。
型導彈
。 中新社

分成紅藍雙方，在複雜電磁環境下
展開「背靠背」對抗，實射各型導
彈、魚雷戰雷數十枚，發射炮彈、
干擾彈等數百枚。

武器使用強度密度超以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軍昨日在
黃海某海空域成功舉行實兵實彈對
抗演練。綜合中新社報道，演練由
北海艦隊牽頭組織，參演兵力以北
海艦隊為主，東海艦隊以及第二炮
兵、瀋陽軍區、濟南軍區部分兵力
參加。近百艘艦艇、數十架飛機及
部分岸基信息作戰、電子對抗兵力

據北海艦隊官員介紹，此次實兵
實彈演練呈現出五大亮點：
一，內容更新，多型雷彈首次使
用。演練圍繞能打仗、打勝仗核心
要求謀劃組織。驅護艦、潛艇、新
型戰機、防空兵力首次同步使用多
型雷彈打擊和攔截水面、水下和空
中目標。
二，強度更大，武器使用密度超
常。演練按照作戰進程，在短時間
內完成各項攻防行動，實射各型導
彈、魚雷戰雷數十枚，發射炮彈、
干擾彈等數百枚，實際使用武器的

強度、密度都超過以往。
三，難度更高，演練不確定性增
加。演練海區面積比往年擴大了
60%，海區管控難度大，安全風險
高，情況複雜。

多軍兵種攜手作戰
四，聯合更廣，多軍兵種攜手作
戰。此次演練，第二炮兵多個導彈發
射營參演，實施聯合火力打擊；瀋
陽、濟南軍區電子對抗兵力編成兩個
岸基信息作戰群，參與制信息作戰。
五，演風更實，最大限度貼近實
戰。此次演練嚴格戰鬥力標準，針
對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實際，依託指
揮信息系統，集成岸、海、空、潛
各兵力群，構建真實作戰體系，開
展實兵實彈對抗，錘煉各級運用信
息系統組織指揮打仗的本領。

網上圖片

韓工作組趕抵吉林
綜合媒體報道，在吉林省集安市境內遭遇車禍的韓
國旅遊團 17 名傷者，昨日下午已全部被轉入位於長春
市的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接受治療，其中一人傷
勢較重。
韓國政府2日上午緊急派遣由行政自治部次官（副部
長）鄭在根率領的工作組趕赴吉林，協助當地政府善
後處理工作。記者在吉大一院看到，鄭在根一行人在
傷者到達長春市前，已抵達吉大一院內，不過他並沒

羅援倡九三閱兵組「不死方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江鑫
嫻，實習記者 劉問渠 北京報道）大中
華戰略文化交流促進會副會長羅援將
軍昨日在由中華會和黃埔軍校同學會
聯合舉辦的「愛我中華．尋訪歷史」
大課堂致辭中表示，國共兩黨為中華
民族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倡
議九三閱兵由抗戰將領或烈士的後代
■羅援發言。 組建一個「不死方隊」或「永恆方
江鑫嫻 攝 隊」，高舉父輩的遺像通過天安門廣
場，讓抗戰精神世代相傳。
羅援倡議，國共兩黨老兵組成一個方隊，「身着
當年軍裝、佩戴功勳章，手舉旗幟和繳獲日本人的戰
利品，通過天安門廣場，彰顯我們的國威和軍威」。
同時，羅援還建議組建一個「不死方隊」或「永恆方
隊」，請抗戰將領或烈士的後代高舉父輩的遺像通過
天安門廣場，「讓全國人民對抗戰烈士表達深深的敬
意和緬懷之情，同時也向世界昭示，我們的抗戰精神
世代相傳，『老兵不死』」。

有接受媒體的採訪。
韓國還將派遣由國立科學偵查研究院院長、法醫等 4
人組成的遇難者管理團到中國，遇難者管理團將同中
國公安一起進行驗屍等工作，並為將遇難者遺體運回
韓國提供協助。
據報道，遇難者家屬也紛紛前往事故現場，截至2日
下午 1 時 30 分，37 名家屬和 13 名公務員已經出境或即
將出境赴華。

香港青少年訪京團團長江山表示，本次活
動不僅讓香港青少年了解歷史、了解內地，
更讓他們了解到香港是如何發展到現在的，
讓學生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相信
此行一定會讓學生們受益匪淺。
香港裘錦秋中學的黃婉麗同學表示，走在
盧溝橋上聽將士們奮勇抗戰的故事，感到震
撼，「沒有那些犧牲的人，就沒有今天繁榮
穩定的中國。」黃婉麗初次來到北京，表示
通過這幾天的活動更加了解、認識到了祖
國。「中國是我們的祖國，血濃於水，中國
人一家親，作為香港人也應該了解中國的歷
史，銘記在心！」

■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
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介
紹佟將軍壯烈殉國的事跡。 劉問渠 攝
紹佟將軍壯烈殉國的事跡。

神州快訊

司法部：法援諮詢涵蓋居內地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完善法
律援助制度的意見》，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昨日
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解讀該《意見》時表示，司法
部將為所有在中國生活的人提供法援諮詢服務。
在內地工作學習生活的港人和外國人與日俱
增，這些人群能否享受中國法律援助？趙大程昨
日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在非訴訟領域，
所有在中國生活的人都可以得到法律援助諮詢服
務方面的幫助。「港澳同胞在內地如果有什麼法
律方面的需求，只要符合條件的我們都會提供諮
詢幫助。」

河北逃泰經濟犯押解回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河北報道）記者
從河北省公安廳獲悉，2 日，潛逃泰國重大經濟
犯罪嫌疑人文某被河北警方成功押解回國。至
此，今年以來河北省「天網」行動已抓獲 14 名
在逃人員，包括境外 8 人、境內 6 人，其中，抓
捕 10 人，引渡 1 人，遣返 1 人、勸返 1 人、投案
1 人。

桂銀行員工捲30億逃柬昨押回國

中方對遇難者表沉痛哀悼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稱，
「事故導致 10 名韓籍遊客和中國司機遇難，我們對遇
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傷者和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
問。」
華春瑩表示，中方高度重視此次事故，相關部門迅
速趕赴現場，全力開展救援工作。中國外交部第一時
間致電韓駐華使領館，通報事故及救援情況，並代表

港青：通過活動更了解祖國

網上圖片

韓旅團吉林墜橋 11 死 中方：全力善後
香港文匯報訊 26 名韓國人和 2 名中國人乘坐的一輛
客車前日（1 日）下午 3 時 30 分許在中國吉林省集安市
墜橋。截至目前，事故造成 11 人死亡（包括 10 名韓國
人、1名中國人），15人受傷。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
將盡全力做好吉林省「7．1」重大交通事故善後工
作，對韓方人員和傷亡者家屬來華處理善後提供一切
便利和協助。

抗戰將領後代盧溝橋獻花

正值七七事變 78 周年前夕，香港大中華
會主辦的香港青少年訪京團 60 餘名青年學
生昨日赴盧溝橋，現場祭奠抗戰英烈。盧溝
橋鎮守將領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馮治安將
軍之孫馮強，訪京團團長、黃埔名將胡靖安
將軍外孫江山，董其武將軍曾孫董百勝，黃
埔一期將領馬志超姨外孫凱雷、黃埔將領喬
家才外孫女洪瑋蔓等多位抗戰將領後代代
表，一同赴盧溝橋現場緬懷英烈。
佟兵表示，參觀盧溝橋遺址對香港青少年
了解國家的歷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加強
內地與港澳台青少年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
一定要讓青年一代更加深入了解歷史。馮強
則為香港學生們講述了「盧溝橋事變」的過
程與意義。

月之際，一場大規模空中閱兵綵排在北京郊區舉行。現場圖片顯示，空

北京近郊前天舉行大規模空中閱兵綵
排，共出動逾百架戰機，現場十分震

中央領導人將出席七七紀念活動

空中10梯隊炫目閱兵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江鑫嫻、張
紫晨，實習記者 劉問渠 北京報道）2015
年是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同時也是紀念
七七事變 78 周年。本報獲悉，紀念全民族
抗戰爆發 78 周年暨《偉大勝利歷史貢獻》
主題展覽將於 7 日上午在北京盧溝橋開幕，
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展覽開幕式。據透
露，本次展覽將展出更多的抗戰期間有關於
正面戰場的史實影像資料。

■車禍事故現場。

中新社

中方表示慰問。
「目前，遇難者得到妥善安置，傷者得到有效救
治。」華春瑩說，「中方將盡全力做好善後工作，對
韓方人員和傷亡者家屬來華處理善後提供一切便利和
協助，與韓方共同處理好相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廣西警
方昨日從柬埔寨押解興業銀行北海分行前員工蘇
某回國。據悉，蘇某被曝在職期間通過幫辦「過
橋貸」業務賺取高額利息，誘使大批客戶上當
後，於今年 5 月失蹤，根據之前報道，蘇某涉案
金額高達 30 億人民幣。隨後記者第一時間聯繫興
業銀行南寧分行，截至發稿時，興業銀行方面未
對此事作出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