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媒：浙江南麂列島新建軍港
專家指日方頻報中國軍艦「東海警情」屬故意炒作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共同社昨日

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在距離東

海釣魚島西北約300公里、作為軍

事基地不斷完善的浙江省溫州市南

麂列島新建了軍艦碼頭。中國已在

南麂列島設置最新型雷達，並建造

了可能供軍艦艦載機使用的直升機

坪，碼頭的建成將進一步強化軍事

基地的功能。此外，對於日本官方

和媒體近日頻頻發佈中國軍艦「東

海警情」，中國軍事專家認為，日

方的一系列行為具有冷戰思維，故

意炒作，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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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社報道稱，據知情人士昨日透露，中國在距
離東海釣魚島西北約300公里、作為軍事基地不斷

完善的浙江省溫州市南麂列島新建了軍艦碼頭。

南麂列島距釣魚島較沖繩近
報道表示，南麂列島距離釣魚島約300公里，較美軍基
地所在的沖繩本島近100公里左右，中國已在此設置最新
型雷達，並建造了可能供軍艦艦載機使用的直升機坪，碼
頭的建成將進一步強化軍事基地的功能。據分析，中方可
能是假想與批評其在南海的軍事基地化動作的日美發生突
發狀況，力爭提高危機應對能力，還有意加強對東海上空
防空識別區的監視力度。
據相關人士透露，該碼頭建在南麂列島最大島嶼的南麂
島上，長約70至80米，裝卸車輛與物資的登陸艦也可停
靠使用。截至目前已目擊到多艘軍艦出入。此外，被認為
南麂列島規劃中的軍用跑道建設工程似乎尚未啟動，但據
悉今春舉行了軍用機也參加的演習。

報道稱，負責東海等地監視活動並不斷派遣公務船前往
釣魚島附近海域的中國海警局，似乎也正計劃在溫州市建
造大型船隻可停靠的大規模基地。

日圖攪渾南海減輕東海壓力
另據《環球時報》報道，日本官方近日頻頻發佈中國軍
艦「東海警情」。日本防衛省17日發佈公告稱，16日傍
晚，日本海上自衛隊監測到隸屬於解放軍東海艦隊的3艘
艦艇在對馬海峽西北約15公里處海域向東北偏北方向航
行。而在此前的15日，日本防衛省稱，日本海上自衛隊
第二航空群P-3C巡邏機於14日下午在宮古海峽發現向西
航行的中國海軍艦隊。此外，日媒近來亦連續報道中國海
警船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消息。
軍事專家李傑分析稱，日本一邊聲稱要部署「薩德」反
導彈系統，一邊增強介入南海的力度，給越南P-3C偵察
機，給菲律賓巡邏艇。新上任的防相稻田朋美在一系列問
題上表態強硬，這是當前形勢下的新情況。

李傑指出，日本認為，一旦南海局勢穩定，在東海會威
脅到自身利益，所以加大力度介入南海，攪渾南海局勢，
減輕東海的壓力，同時渲染「東海威脅」。日本覺得自己
勢單力薄，必須借助美國勢力攪局亞太事務。李傑說：
「日本最近的一系列動作已經從美國方面得到好處，比如
美國F-35戰機將於9月部署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 日經中文網報
道，在日本政府2017年度預算的
概算要求中，日本防衛省計劃申請
約 5.1 萬億日圓（約 3,947 億港
元）的防衛相關費用，超過了上財
年的初期計劃。防衛省以中國和朝
鮮的行動升級為由，申請金額創歷
史新高。其中包括日美正在共同開
發的新海基型攔截導彈「SM-3
Block 2A」的費用。
日本防衛相關費用的申請金額

連續5年增加。在安倍第二次執政
後，防衛費在2013年度時隔11年
增加，隨後逐年上漲。防衛省認
為，「亞太地區安全保障環境更加
嚴峻」，2017年度也必須要增加
金額。

沖繩部署反艦導彈針對中國
SM-3 Block 2A 是配備於海上

自衛隊宙斯盾艦上的導彈。現有
的SM-3攔截高度為地面以上300
公里左右，而 SM-3 Block 2A的
攔截高度達到1,000公里以上。
由於朝鮮6月以1,000公里以上高
度發射「舞水端」中程彈道導
彈，日本正在加快提高攔截能
力。2016年秋季將在美國夏威夷
海域進行海上試驗，自2017年度
開始生產。在概算要求中，還將
計入擴大PAC3攔截射程的改進
費用。
針對中國活動積極的西南群島

地區，部署於沖繩縣先島群島的反
艦導彈的能力改善費用也將計入到
預算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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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原徐州市人大代表李寶俊
在北京一處四合院內私挖地下室，導致德勝門內大街發生
坍塌。此案昨日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
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李寶俊有期徒刑5年。

造成經濟損失近600萬
檢方指控，2014年5月至2015年1月間，被告人李寶俊
違反建築施工安全管理規定，將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內大
街93號內的建設改造工程，委託給無建築資質條件的被告
人盧祖富的個體施工隊，違法建設地下室、深挖基坑。期
間，在施工人員提出存在事故隱患時，被告人李寶俊、盧
祖富未採取措施仍繼續施工。
2015年1月24日凌晨3時許，因基坑支護結構不合理、
支護結構承載力不足、地下水控制不力，導致施工現場發
生坍塌，造成東側毗鄰的德勝門內大街道路塌陷，北側毗
鄰的部分民房倒塌損壞，西側、南側毗鄰的辦公樓受到損
壞。經鑒定，該事故造成經濟損失580萬餘元人民幣。

李：考慮後再決定是否上訴
法院經審理認為，李寶俊、盧祖富、李海輪在建設作業

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造成了基坑坍塌，並導致相
鄰路面塌陷、房屋倒塌或受損、交通擁堵等嚴重後果，情
節特別惡劣，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均應依法懲處。
此案除了李寶俊獲刑以外，盧祖富以重大責任事故罪，

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李海輪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
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當天，現年59歲的李寶俊坐着輪椅聽取一審宣判。判決

結果宣讀後，李寶俊、盧祖富均表示，考慮後再決定是否
上訴。李海輪表示，對判決無意見。

在京偷挖地室致塌路
李寶俊一審判囚五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內地第一本關
於中國滑雪產業的藍皮書——《冰雪藍皮書：中國滑雪產
業發展報告（2016）》昨日在北京發佈。報告指出，在中
國申冬奧成功及「互聯網+」風潮的強勢帶動下，中國滑雪
產業已進入黃金發展期。報告預測，到2022年，中國滑雪
場數量將達到1,000座。
報告指出，這些年，中國滑雪產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隨着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成功申辦冬季奧運會，
中國滑雪產業迎來滿園春色。從世界範圍來看，歐美國家
和地區的雪場數量已經相對飽和，而亞洲特別是中國滑雪
產業在未來十年將迎來黃金發展期。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滑雪場數量達到568家，

相比2014年新增108家，增幅為23.48%；相比2010年增
加298家，增幅為110.37%。568家滑雪場分佈於25個省
（市、區），其中，黑龍江省滑雪場數量為120家，居全
國之首。報告預計，至2022年，中國滑雪場數量將達到
1,000座，其中仍以規模在5公頃以下的滑雪場為主。
近年來，「互聯網+」風潮深刻影響各個行業，中國滑
雪產業亦受到其積極影響。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滑雪
產業迎來全產業鏈的啟動，尤其是迎來了滑雪O2O（On-
line To Offline）項目的創業元年，一批主打「互聯網+滑
雪」概念的滑雪O2O產品陸續上市。

內地2022年將擁千座滑雪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軍報》報道，中國海軍
「荊州」艦遠海訓練編隊8月18日與結束「環太平
洋-2016」任務返程回國的「西安」艦編隊部分兵
力，在日本海某海域展開對抗演練。
此次實兵對抗演練，依托一體化信息指揮平台，重
點演練了艦艇編隊和航空兵在遠海條件下精確打擊敵
海上兵力的聯合作戰行動，並突出編隊偵察預警、信
息傳遞、分析判別和指揮決策等要素的集成訓練。
演練現場紅藍雙方你攻我打，在遭受紅方的海空
協同突擊後，擔任藍方的「西安」艦編隊迅速展開
反擊，紅方艦艇編隊立即組織立體防禦，現場充滿
了濃濃的火藥味。

提升部隊遠海聯合作戰能力
「荊州」艦遠海訓練編隊由海軍東海艦隊導彈護
衛艦「荊州」艦、「揚州」艦，綜合補給艦「千島
湖」艦及艦載直升機組成，多為我主力戰艦，具有
較強的遠程警戒和綜合作戰能力。「荊州」艦編隊
自舟山某軍港起航後，晝夜連續航行到達指定海
域，「西安」艦編隊結束「環太平洋-2016」任務

後，8月6日從夏威夷港起航，經過連續航行後與
「荊州」艦編隊會合，並展開對抗演練。
「荊州」艦遠海訓練編隊指揮員、東海艦隊某驅

逐艦支隊支隊長許海華介紹，此次訓練是海軍年度
軍事訓練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也是艦隊部隊貫徹
全軍實戰化軍事訓練座談會精神的實際舉措，目的
在於鍛煉提高部隊長時間、遠距離海上作戰能力，

進一步培育官兵勇闖大洋、敢打必勝的戰鬥精神，
全面提升部隊遠海聯合作戰能力。
在國際海域進行遠海訓練是世界各國海軍的通行

做法，今年以來，中國海軍已多次組織艦艇編隊赴
西太平洋開展遠海訓練。此次遠海訓練是年度訓練
計劃內的例行安排，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地區和
目標，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中國海軍現身日本海演練實兵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連維良昨日在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透露，
國務院已決定對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開展
專項督查，10個督查組將於8月下旬至9月上旬開展
去產能實地督查。

對未能完成任務嚴肅問責
連維良介紹，去產能專項督查工作將重點從八方
面展開，包括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有關政策貫徹
落實情況、任務分解和進度落實情況、產能實際退
出情況、獎補資金籌措使用情況、職工安置情況、
開展「三個專項行動」情況、信息公開、接受監督

及檔案管理等情況、總結推廣先進經驗情況。
「首先是各地開展全面自查。要求各地區、各有

關部門對照督查重點，自我查找問題，總結經驗，
提出改進措施和政策建議，在此基礎上形成全面自
查報告。二是組織實地督查。」連維良說，中央已
經組成10個督查組，於8月下旬至9月上旬對產鋼、
產煤省（區、市）和相關中央企業開展實地督查。
每個督查組由牽頭單位有關負責人帶隊，成員從部
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抽調，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派
員參加部分督查組，同時邀請行業專家參加。
連維良還介紹，為了支持鋼鐵煤炭去產能，中央
財政專門安排了專項的工業結構調整資金，並明確

了「多退多補、早退多補」的獎勵原則。對於不能
按照規定進度完成任務的，不僅要按照責任書的約
定嚴肅問責，也會減少資金支持。

惡意逃廢債將列「黑名單」
而對於去產能過程中涉及到的債務處置問題，連

維良表示，目前，中央已經專門制定了相關的配套
文件，總的一條就是，去產能過程中的金融問題要
嚴格依法依規處理。一方面，要嚴禁惡意逃廢債。
相關部委正在建立涉金融「黑名單」，對於惡意逃
廢債的將被列入「黑名單」。另一方面，要依法依
規推進破產重組。符合不良貸款核銷條件的，按規
定進行核銷。目前，債轉股的具體措施正在研究制
定當中，總的原則是遵循市場化、法治化進行債轉
股。

中央啟動鋼鐵煤炭去產能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深圳報道）深圳機場出
境自助通道昨日正式啟用，成為內地首批試點自助出
境服務的機場。當天上午10點30分，準備前往馬來西
亞的深圳市民利先生經過護照掃描及生物信息識別
後，成為出境自助通道啟用後第一個通關旅客。

人均10秒即可完成通關
深圳機場稱，今後從深圳機場乘坐深航、南航、亞航
和虎航等四家航空公司航班、且符合自助通關範圍的旅
客可選擇出境自助通道快速通關，省去排隊等候時間。
深圳機場邊檢站工作人員介紹，旅客選擇出境自助
通道需要依次經過兩道查驗關，首先是通過證件閱讀
機掃描電子護照，掃描通過後可進入第二道閘，進行
指紋和面相信息比對。當全部生物信息核對無誤後，

旅客即可直接通關，整個查驗過程僅需10秒左右即可
快速完成。

增添三類旅客可享用
記者從深圳機場邊檢站了解到，為提高出入境旅客

通關效率，近期公安部推出了一系列便民舉措，其中
包括自昨日起進一步擴大自助通關人員範圍。此次新
增可享受自助通關的人員包括持辦證時已採集指紋信
息的電子普通護照出境的內地居民、持一年多次有效
出入境通行證且向邊檢機關備案指紋面相信息的中國
公民、持外國電子護照及六個月以上居留許可且向邊
檢機關備案指紋面相信息的外國人等三類旅客。新政
實施後，從深圳機場口岸出境可享自助通道通關的旅
客也增至九類。

深圳機場啟用出境自助通道

■首批旅客通過深圳機場出境自助通道快速通
關。 本報深圳傳真

■中國軍艦是次在日本海演練，是海軍年度軍事訓
練計劃內的例行性安排。 資料圖片

■參與演練的軍艦向「敵方」開炮。
網上圖片

■■日本媒體稱日本媒體稱，，中國新建的軍艦碼頭中國新建的軍艦碼頭
建在南麂列島最大島嶼的南麂島上建在南麂列島最大島嶼的南麂島上。。
圖為南麂島一角圖為南麂島一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