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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攀 鄭州報道）昨日下
午，河南進口肉類指定口岸獲批後首次進口的肉類
產品將乘飛機抵達鄭州航空港，之後由河南檢驗檢
疫備案車輛運抵河南進口肉類指定口岸鄭州查驗
場，該批肉類為新澳（北京）進出口有限公司從澳
大利亞進口的冰鮮牛肉。
據悉，河南進口肉類指定口岸是內地首個進口肉

類指定口岸，該口岸於2013年12月30日籌建，2015
年8月19日至21日正式通過國家質檢總局的驗收。
截至目前，該口岸為國內現代化程度最高、設施

最完善的進口肉類指定口岸，進口肉類產品可以從
國外直通鄭州、漯河辦理查驗手續。

內地首開進口肉類指定口岸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中國國
家口岸辦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聯合舉辦
的「單一窗口及口岸通關貿易便利化」研討會日前在
上海召開。研討會上透露，目前上海、天津、福建、
廣東四地均已啟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試點，其中率先
進行試點的上海正在推進「單一窗口」2.0版本建設工
作，未來有望實現貿易數據與他國共享。
據悉，2015年上半年該「單一窗口」1.0版建

成，下半年推進2.0版建設工作。單一窗口的引入
使報關公司、物流公司等的報關架構和操作模式發
生重大改變，一票報關單的申報時間從以前的10分
鐘縮短到現在的1到2分鐘，報關組人員減少了三
分之二。

滬推進國際貿易通關建設

滬山寨「珍妮曲奇」風光不再
前員工內地搶註商標 消費者憤怒要求退貨

上周，上海的吃貨們都瘋狂湧
到環球港 B1 層的 JENNY

BAKERY舖前搶購一種小熊形狀
的曲奇餅乾。從舖子位置來看，
JENNY BAKERY甚至都無店面，
只是以商場花車形式放在過道中。
據了解，香港Jenny Bakery只有
兩家店舖，而它制定下的一系列購
買規矩，諸如只收現金、每人每日
只准買一次、每人限購兩罐等，彰
顯出珍妮曲奇的牛氣地位。

JENNY BAKERY非港產
就在上海食客紛紛以為珍妮曲奇
終於入駐上海之時，香港 Jenny
Bakery官方網站卻發佈公告稱珍妮
曲奇僅有2家商店，且均開在香
港 。 至 此 ， 環 球 港 JENNY
BAKERY開張一天即被曝山寨。
後據知情人爆料，環球港售賣的
JENNY BAKERY 產 自 深 圳 ，
LOGO字母都為大寫。同時，其一

名股東曾為香港珍妮曲奇員工，在
淘寶上代理香港珍妮曲奇，後在內
地註冊「珍妮曲奇/jenny bakery」
的商標，並自立門戶。而香港的
Jenny Bakery，因商標在內地被註
冊，無奈更名為「聰明小熊/Jenny
Bakery」。

餅舖貼「售空」字樣
真相大白後，上海的消費者紛紛

湧到餅舖前想要退貨，但該餅舖卻一
度暫停營業，貼着「售空」字樣。
後經環球港內部知情人士透露，

因 JENNY BAKERY 被曝光山寨
後，商場對此高度重視，但因為當
初該品牌入場時證件齊全，因此也
不能叫停銷售。
昨日，記者走訪現場發現，

JENNY BAKERY在經歷一系列風
波後又再次悄然營業，只是和前幾
天相比，已是冰火兩重天，記者在
現場等了30分鐘都未見有人光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期，上海的

食客們徹底被環球港的一家名為「JENNY BAKERY」的餅

乾舖給折騰暈了。只因在香港極紅的小熊餅乾「Jenny

Bakery」被其前員工在內地搶註「珍妮曲奇/jenny bakery」

商標，導致引發誤導性蜂擁消費的混亂事件。發現上當的內

地消費者開始憤怒聲討此商家，而位於上海環球港的舖子也

曾一度暫停營業。昨日記者走訪時發現，上海「珍妮曲奇」

又再次悄然開張，只是鮮有人光顧，風光不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和線下真假難辨狀況相似的是，網絡上代購
的珍妮曲奇也讓人真假難辨。
根據賬戶被微信官方認證過的「深圳市珍

妮食品有限公司」開始的名為「珍妮曲奇」
公眾賬號來看，公佈其在天貓、一號店及京
東都有網絡直銷，但記者按上面網址查找發
現，天貓的珍妮曲奇現在是一家銷售「真妮

美甲用品」的網店，而一號店和京東上的店
址都處於無法打開狀態。
另從淘寶搜索來看，目前暫無銷售珍妮曲

奇的天貓店家，而普通淘寶店家則逾4,000
多家，價格也千差萬別。不少消費者表示，
自從看到JENNY BAKERY烏龍事件後，已
經不敢輕易相信網店售賣的真假，還是寧願
以後親赴香港去購買。

出租車改革 網約車專車管理受關注

網售價千差萬別 真假難辨

中
外
學
者
在
京
研
討
漢
學

香港文匯報訊 《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徵
求意見稿）》自2015年10月10日向社會公開徵求意
見以來，得到了社會廣泛關注。社會各界通過不同方
式向中國交通運輸部提出了很多意見和建議。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昨日從交通運輸部獲悉，半個

月來，交通運輸部通過網站留言、電子郵件、信函和
電話等多種渠道，共收到各類意見3,220件，而網約
車、專車等的管理成為公眾關注焦點。
作為網約車車輛條件和標準問題是公眾意見反饋最為

集中的內容，有600條意見與此相關，具體圍繞網約車
車輛性質、報廢年限、車輛標準和運營條件等方面。
對於網約車車輛性質和報廢年限等問題，贊同和反對

意見基本持平。贊同徵求意見稿規定的人認為，應嚴格
禁止私家車從事網約車經營。網約車和巡遊車作為出租

汽車的兩個類別，都是營運車輛，應當實行8年報廢政
策。也有人建議，在保證營運性質基礎上，應結合網約
車特點適當延長報廢年限，建議結合年限和行駛里程綜
合確定。反對意見認為，私家車從事運營符合共享經濟
潮流，有利於提高資源使用率，有利於促進就業，應允
許私家車不改變車輛性質從事經營。

七成認為網約車應設高從業資格
此外，有102條意見涉及網約車與巡遊車駕駛員的

從業資格管理問題。其中，70%以上的意見認為，從
保障運營安全和新老業態公平競爭考慮，應當規定網
約車駕駛員滿足有關條件並取得從業資格證，門檻應
高於傳統行業，如無犯罪、無酒駕、無吸毒、無參加
邪教組織記錄等；對於在經營過程中出現重大服務質
量問題和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嚴重違法經營的從
業人員實行終生禁入等。也有的意見認為，網約車屬
於競爭性領域，駕駛員只需取得駕駛證，不應當設置
從業資格條件。
對於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交通運輸部表示真誠

歡迎，並將虛心聽取和認真研究。目前，交通運輸部安
排工作人員每天及時匯總梳理社會各界提出的各項意見
和建議，為下一步修改完善好兩個文件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近年來，國際上對中國文化曲
解的現象頻頻出現，國際中國學的研究
領域、研究隊伍、研究成果均發生諸多
變化。文化部副部長丁偉昨日在京於
2015「漢學與中國」座談會上表示，由
於中外文化傳統的不同，在文化碰撞中
不解和誤解在所難免，漢學研究恰恰能
促進中國與世界的溝通交流，達到消除
不解和誤解。
英國學術院與中國社科院從1980年以

來一直保持着交流，作為外方漢學家代
表，英國學術院中國區委員會主席賴特
表示，全球社會都已認識到大家彼此需
要，並且認識到增進對中國的理解會帶
來巨大益處，要發展漢學研究，支持各
自國家的漢學家的工作。
2015「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由文化

部、社科院聯合主辦，有來自美國、俄羅
斯、新加坡、法國、南非等22個國家的
26位著名智庫學者、漢學家及李君如、葛
劍雄、張宇燕、閻學通、胡鞍鋼等21位中
國各領域的著名專家參與，將圍繞「中國
國際形象與國際關係」、「『一帶一路』
戰略及地區關係」、「歷史與藝術」、
「文學與翻譯」、「中國學研究」等5個
議題進行研討和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境內最後的『慰安婦』攝影展」昨日在上海舉
辦。展覽共展出上海《文匯報》記者郭一江於2014年間所拍攝的24位
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老人的巨幅肖像作品及生活組照200餘
幅，真實表現了她們當前的生存狀態。而一年多時間裡，這24位倖存
者中就已有４位離開人世。
據新華社報道，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70多年
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約40萬亞洲女性淪為日軍「慰安婦」，
其中包括逾20萬的中國婦女，遭受滅絕人性的摧殘。1990年代以來，
陸續有100多位受害倖存老人勇敢地站出來，揭露日軍暴行，向日本政
府提出訴訟。
2014年6月1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

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歷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而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10月9日發佈消息稱，中國申報的「日軍強徵慰安婦」
檔案遺憾落選《世界記憶名錄》。郭一江表示，「這些老人終將會離
開我們，但是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忘記。」

滬公開24位「慰安婦」照片

中國順利發射天繪一號03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

昨日15時10分，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
中心，天繪一號03星搭載長征二號丁運
載火箭成功發射，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
道。
新華社的報道指，這次發射的天繪一號

03星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屬航天東
方紅衛星有限公司研制，主要用於科學試
驗、國土資源普查、地圖測繪、農作物估
產及防災減災等領域，將對中國科學研究
和國民經濟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據悉，2010年8月24日，中國成功發
射天繪一號01星。2012年5月6日，成功發射天繪一號02星。
中國日報網曾轉載解放軍報的消息稱，首次實現中國測繪衛星組網運
行的天繪一號01星和02星，雙星影像經無縫拼接後，可極大地提高測繪
效能和幾何控制能力，加快測繪區域影像獲取速度，提高信息時效性。

穗海關旅檢查獲10公斤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者昨

日從廣州海關獲悉，白雲機場海關近日繳獲毒品可
卡因淨重10.04公斤。這是廣州海關在旅檢渠道查
獲的最大宗毒品可卡因走私案件。
據介紹，案發當日凌晨，由新加坡飛抵廣州的航班

如期而至，一名正在通關的男性旅客黃某主動提出接
受檢查。同時，另一名陳姓旅客在接受海關檢查時，
黃姓旅客卻有意吸引海關員的注意。海關官員感到蹊
蹺，決定對其檢查，並在陳姓旅客行李箱中查獲毒品
可卡因淨重10.04公斤。黃某最終也承認兩人從巴西
聖保羅獲取毒品協同走私入境，兩人一人負責干擾海
關視線，一人負責攜帶毒品蒙混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下午，河南
省鄭州市環保局局長潘冰披露了該市2014年污染物
源解析的比例構成，「PM2.5（懸浮顆粒）中26%
是揚塵污染，20%是工業污染，燃煤、機動車污染
各佔19%，其他佔16%。」
據中國環保部發佈的74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狀況

排名，今年7月份鄭州從過去的倒數第2名上升到
倒數第7名，8月份跌至倒數第5名，9月份又跌回
倒數第2名。
鄭州市一些地區還存在能耗高、污染重的行業和

企業。鄭州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建國告誡並建議，在
對這些污染源進行整治的過程中，除了對其進行行
政處罰之外，對於構成犯罪的，相關執法部門應當
將案件移送警方立案偵查。

鄭州查明空氣質量倒數「禍首」

湖南運鈔車發生事故致3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湖南省常

德市有關部門獲悉，一輛裝有數百萬現金的運鈔車
昨日中午在長張高速德山段發生交通事故，致3人
死亡。車上現金得到妥善保管。
據一名事發後趕到現場的公職人員介紹，事故車

輛由長沙開往吉首，一行共4輛車，包括2輛運鈔
車，2輛押運車。12時30分左右，事故車輛經過長
張高速148公里處，撞上人行天橋下的橋墩。車輛損
毀嚴重，車上3人當場死亡。消防救援人員及與該車
同行車隊上的人員及時控制了車上約400萬元現金，
現場沒有發生哄搶。事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5日
晚，廣州華南理工大學五山校區學生宿舍發生一起
本科生持刀砍人事件。經確認，砍人者系華工大二
學生周某。警方確認，砍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
受傷，嫌疑人之後墜樓身亡。
經警方初步調查，死者周某（男，19歲，海南
人）係該校2014級本科生。當晚21時許，周某持1
把菜刀從其八樓宿舍下樓至一樓，將正在值班的女
宿舍管理員游某頭部砍傷。游某跑出宿舍樓，周某
持刀追趕。該校學生張某等3名同學見狀立即上前
阻止周某行兇。在此過程中，張某被周某砍傷腿
部。周某傷人後折返其宿舍。21時40分許，宿舍物
管人員發現周某墜樓。目前，天河警方正對周某作案
動機等作進一步調查。

穗大學生持刀行兇致1死2傷

昨日，安徽省合肥市濱湖欣園社區組織轄區小學
生們參與體驗環衛工人生活，感受到環衛工人的艱
辛與不易，以後懂得愛護環境，更加愛惜別人的勞
動成果。 文/圖：中新社

小學生環衛工

■上海環球港JENNY BAKERY被指非港產後
門庭冷清。 記者孔雯瓊 攝

■昨日，天繪一號03星成
功升空。 新華社

■■香港產的香港產的「「珍妮曲珍妮曲
奇奇」」外觀外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出租車改革成出租車改革成
為公眾關注焦為公眾關注焦
點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圳產JENNY BAKERY外觀。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