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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出殯 七常委送別
江澤民胡錦濤等敬獻花圈 梁振英抵京弔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遺體
昨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中央七常委和胡錦濤前往八寶山送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亦專程前往北京弔唁。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表
示，錢其琛在中國外交最困難的時期克服了很多問題，為香港和澳門順利回歸以及
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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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遺體告別儀式昨日在八寶山革
命公墓禮堂舉行，告別儀式正廳上

方懸掛着黑底白字的橫幅「沉痛悼念錢
其琛同志」，橫幅下方是錢其琛的遺
像。錢其琛的遺體安臥在鮮花翠柏叢
中，身上覆蓋着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禮堂內擺放了中央七常委和江澤民、胡錦
濤等同志以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敬獻的
花圈。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
山、王岐山、張高麗、胡錦濤等，昨日上午

前往八寶山送別錢其琛。一身黑衣、佩戴
白花的習近平與其他領導人在哀樂聲中緩
步來到錢其琛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錢其
琛遺體三鞠躬，並與錢其琛夫人及家屬握
手表示慰問。

為港繁榮貢獻巨
日前剛參加完「一帶一路」峰會的梁振
英亦趕往北京，參加告別儀式。參加弔唁
的王光亞對媒體表示，錢其琛副總理是中
國外交戰線和港澳戰線的一位老領導，非

常受人尊敬，對他的去世，我們都感到很
悲痛。他說，錢其琛所處的外交時期非常
困難，錢其琛克服很多問題，為香港和澳
門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作出
重要貢獻。「我有幸在他手底下工作，親
身感受到他的人格、他的人品。錢副總理
不僅是一個中央政策的執行者，更是一個
模範者。」

網友發帖寄哀思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錢其

琛生前好友和家鄉代表等上百人也前往八
寶山送別錢其琛。除了前往現場弔唁的民
眾外，許多網友亦在網上發帖寄託哀思。
網友「寧靜致遠」說：「 我對錢老印象最
深的是香港回歸那一幕，祝他老人家一路
走好！」網友「千與千尋」發帖稱：「我
國外交事業的踐行者，『外交教父』當之
無愧，錢老，一路走好，黨和人民永遠記
得您！」
錢其琛因病於 2017 年 5 月 9 日 22 時 06 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歲。他是改革開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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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發涉南海聲明 外交部斥「不合時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
注意到近日日本和新西蘭發表聯合聲明涉南
海有關內容，認為這一舉動很不合時宜。
據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到訪的新西
蘭總理英格利希發表聯合聲明就南海局勢表
達關切，還呼籲各方避免採取挑釁行動。

南海不存在「緊張局勢」
華春瑩說，大家都看到，在中國等南海
沿岸國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正不斷趨穩
向好。近日，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
南、老撾、柬埔寨等東盟國家領導人來華出
席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與
中國領導人會晤時，均表達了進一步加強合
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積極良好意願。
據華春瑩介紹，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貴陽

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 14 次高
官會和第 23 次中國－東盟高官磋商。「在
這樣的情況下，日方還在不遺餘力地到處挑
事，渲染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緊張局勢，對已
經被翻頁的所謂南海仲裁案念念不忘。我們
不禁要問：日方真正關心的是什麼？是關心
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還是擔心南海局勢穩
定，中國與菲律賓，與東盟國家關係變得更
好了？！」華春瑩說。
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端正態度、表裡
如一，多說有利於地區國家間互信的話，多
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把希望改善中
日關係的表態真正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和行動
中去。「我們也希望有關域外國家認清地區
形勢，客觀、理性看待南海問題，不要被別
的國家所利用，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
設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7 日
至 18 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貴州省貴
陽市舉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
14 次高官會和第 21 次聯合工作組會，
會議審議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框
架。各方強調這是整個「準則」磋商的
重要階段性成果，為下一步「準則」磋
商奠定堅實基礎。但是，中國外交部
稱，與會高官一致同意要把框架作為一
份內部文件，誰都不許對外公開，這是
為了便於下一步「準則」磋商有一個寬
鬆的政治環境。
中國與東盟十國外交部高官出席了
會議。各方就全面有效落實《宣言》、
加強海上務實合作以及「南海行為準
則」磋商等議題進行了坦誠、深入的探
討，取得了積極成果。各方重申了全
面、有效落實《宣言》的重要性，表示
將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爭
議，堅持通過地區規則框架管控分歧，
深化海上務實合作，推進「準則」磋
商，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
會議審議通過了「準則」框架。各
方積極評價達成「準則」框架的重要意
義，強調這是整個「準則」磋商的重要
階段性成果，為下一步「準則」磋商奠
定堅實基礎。各方將繼續以建設性的態
度推進磋商工作，力爭在協商一致基礎
上達成「準則」。
與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
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重點介紹了「準則」
框架有關情況。他說，這是一份「全面

的、照顧到各方利益和關切」的「準
則」框架文本，包括前言、目標、原則
和基本承諾等內容。
劉振民表示，框架只涉及相關要
素，還不是具體的規則。與會高官一
致同意要把框架作為一份內部文件，
誰都不許對外公開，這是為了便於下
一步「準則」磋商有一個寬鬆的政治
環境。「實際上，把框架作為內部文
件，也傳達了兩個信息。第一，磋商
進程還要繼續，第二，我們不希望
『準則』磋商受到任何外來的干
擾。」劉振民強調。

「準則」法律約束力待磋商
關於「準則」是否應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問題，劉振民表示這將是下一步磋
商過程中要討論的重要問題，現在很難
給出預測答案。
他強調，中國與有關東盟國家在南
海問題上有分歧，但更重要的是在南海
有共同利益，有責任共同維護好南海和
平穩定和南海航行自由，有責任加強合
作，推動南海為各國帶來實實在在利
益。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
國與東盟國家、地區鄰國之間，需要繼
續通過制定自己的地區規則來指導各國
行動，維護共同利益。「通過制定規
則、建立機制來維護南海穩定，推動南
海合作，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我們不
希望戰爭，也不希望南海出現動亂。」
劉振民說。

世界首艘千噸級電動船穗開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近年來，內河運輸污染日益受
到重視，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紛紛推
出電動船發展項目。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獲悉，一艘 2,000 噸級新能源純電
動船近日在廣州開工建設，預計年底
完工。屆時，它將成為世界上第一艘
千噸級電池推動載重船舶，填補世界
同噸位內河雙電驅動散貨船的空白。
由於其幾乎「零污染」，將有效解決
傳統柴油動力船舶能耗高、排污嚴
重、噪聲大等問題。建成並完成相關
調試後，該船將在廣州開發區、南沙
等地進行貨物試運輸，今後亦可用於

粵港港口間的客貨定點運輸。

續航力達80公里
該電動船主要設計專家介紹，船舶總長
70.5米，型寬13.9米，型深4.5米，設計
吃水 3.4 米，設計載貨量 2,000 噸。船舶
在滿載條件下，航速最高可達12.8公里/
小時，續航力可達80公里。在航行中，
全程不消耗燃油，廢氣污染物及 PM2.5
顆粒實現零排放，達到《綠色船舶規範》
中綠色度最高等級——綠色船舶Ⅲ。
據 介 紹 ， 該 船 電 池 容 量 相 當 於 30
台-50 台特斯拉汽車電池容量。「在當
前商業用電價格下，該船充一次電的成

本約為 2,000 元，充電時間約 2.5 小時。
同時，運輸時自動卸貨，基本不用人
工，且維護成本極低。」項目負責人嚴
曉軍說。
據悉，該電動船項目由廣州發展集團與
上海瑞華集團合資成立的廣州發展瑞華新
能源電動船有限公司開發。近期，設計方
案經中國船級社、交通部上海船舶運輸研
究所、浙江大學海洋技術與船舶工程研究
所、中國遠洋海運散貨運輸有限公司等專
家評審論證通過，在廣州廣船國際船廠正
式開工建造。目前，項目所在企業正在牽
頭組織編制內河電動船舶規範等，推動形
成電動船行業標準。
■2,000噸級電動船效果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來，第二位以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身
份兼任外交部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被
稱為中國的「外交教父」。
香港回歸前的中英談判，錢其琛曾先後與
五任英國外相打過交道。他在自己的回憶錄
《外交十記》中曾寫到：「香港回歸是祖國
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代中國人曾為
之英勇奮鬥。回歸歷程漫長，作為這一代
人，我能夠親眼見證回歸，已深感幸運，又
有機會親身參與回歸歷程，更是感到無比榮
幸。」

王毅晤韓特使
讚新政府改善兩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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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交部網站及中通
社報道，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
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特使、韓國國會議
員、前總理李海瓚。
王毅表示，文在寅總統上任之初即派政
府代表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
倡議。今天（18 日）又派你作為特使訪
華，體現了韓國新政府對中韓關係的高度
重視和盡快改善雙邊關係的迫切願望。中
方對此表示讚賞。
今年是中韓建交 25 周年，在雙方共同
努力下，兩國關係取得巨大進展，給兩國
人民帶來重要利益。但去年以來，兩國關
係經歷了不應有的挫折。我們希望韓國新
政府正視並搬開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推動
中韓關係早日重回健康發展軌道，願意看
到雙方開展正常的交流與合作。
王毅全面闡述了中方在「薩德」問題上
的原則立場，要求韓方妥善解決中方的重
大和合理關切。王毅還表示，中方願同包
括韓方在內的各方共同努力，採取更加切
實有效的措施，堅持通過對話解決半島核
問題。堅定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
李海瓚表示，韓中互為重要鄰國。雙方各
領域交流合作密切，韓中關係發展對朝鮮半
島乃至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繁榮具有重要意
義。韓方希望加強對華務實合作，推動兩國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向前發展。韓方意識到部
署「薩德」給韓中互信和兩國交往帶來的損
害，充分理解中方的合理關切。韓方願以誠
意尋找妥善處理這一問題的辦法。
根據安排，李海瓚將在今日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會面。李海瓚說，韓中領導人
會談有望於 7 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期間舉行，由於 8 月 24 日將
迎來韓中建交 25 周年，兩國首腦或借此
機會再會晤，此行將向中方提出該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