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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水質下降四大「罪魁」公佈

司法部：簡化港澳台生司考報名程序

國產首架外貿教練機「山鷹」下線
動力裝置安全可靠 國際市場競爭力強

13天行近萬公里 深圳首趟中歐班列順抵白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中國軍網報道，中

國航空工業集團自主研製生產的「山鷹」飛機首架外貿機於

昨日上午在中航工業貴州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貴飛）總裝下

線，標誌着中國軍貿家族新添一款「戰教一體」超音速輕型

多用途殲擊教練機。據了解，「山鷹」飛機起降性能優良、

動力裝置和功能系統安全可靠，且已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突

破，因此得到了國內外航空界廣泛關注。

「山鷹」大事記
■20世紀90年代初

「山鷹」預研工作開始。

■2001年

「山鷹」研製工作啟動。

■2002年11月4日至7日

「山鷹」以全尺寸模型首次亮相第四屆中國國

際航空航天博覽會。

■2003年

3月15日，首架「山鷹」主樑開工生產；

12月13日，「山鷹」成功首飛。

■200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

「山鷹」參加第六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

並進行飛行表演，受到國內用戶的高度關注。

■2010年

「山鷹」列裝用戶領先使用。

■2015年1月9日

「山鷹」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16年

1月30日，「山鷹」成功簽約軍貿，實現了出

口這一歷史性突破目標；

11月1日至6日，「山鷹」以全新「沙漠迷

彩」形象亮相第十一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

會並進行飛行表演；

12月，「山鷹」順利完成空中靶射試驗。

■2017年

4月14日，「山鷹」首架外貿教練機前後機身

部件被移交總裝；

6月5日，「山鷹」首架外貿教練機總裝下線。

資料來源：人民網及中國青年網

以「沙漠迷彩」塗裝從紅色幕布
後緩緩滑出的外貿型「山鷹」

飛機，昨日在中外嘉賓的見證下首
次公開亮相。據悉，首批外貿型
「山鷹」飛機將在完成必要的出廠
試驗後，經中國航空工業中航技進
出口公司出口並交付海外用戶使
用。
中國航空工業貴飛董事長王文飛
表示，「中國『山鷹』飛機出口國
際市場的大門已經打開，系列化發
展的『山鷹』家族不僅成為國內空
海軍高級教練機的絕對主力機型，
更將成為國際軍貿市場中強有力的
競爭者」。

配備先進電子設備
代號為FTC-2000的「山鷹」飛

機，是中國航空工業貴飛為滿足國
內外飛行員的訓練需求而研製的一
款全天候、輕型、單發、串列式雙
座艙超音速殲擊教練機。它的最大
飛行高度為16,000米，飛行速度達
到1.5馬赫。它採用帶有大長細比
機身、兩側肋下進氣、高升阻比雙
三角機翼、全動的後掠式水平尾翼
和大後掠角垂直尾翼的常規氣動佈
局，具有良好的飛行性能，尤其是
起降性能和中低空亞跨音速機動性
能。
「山鷹」座艙視野開闊、環境舒
適、人機界面友好，配裝了先進的

航空電子設備，具有綜合顯示、控
制及管理功能。採用HOTAS操縱
系統，在飛行員平視和手不離杆的
情況下可完成飛行和戰鬥訓練任
務。它共有5個外掛點，最大載彈
量達2,000千克，可掛載航炮、導
彈、火箭彈、訓練彈、炸彈和副油
箱等。

陸空作戰能力較強
中國航空工業貴飛副總經理、總

設計師胡建興表示，「山鷹」飛機
不僅可以承擔現代戰鬥機飛行員的
戰鬥入門和戰術訓練任務，同時具
有較強的空－空、空－地作戰能
力，能夠執行對空作戰、對地攻擊
等作戰任務。它的安全特性設計優
勢突出，且經過國內批量交付使用
的檢驗，證明其動力裝置和功能系
統安全可靠。它的失速尾旋改出成
功率達100%，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自2003年成功首飛以來，「山

鷹」飛機已經批量列裝國內用戶並
成為中國軍隊的主力高級教練機，
且已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突破。中國
航空工業集團方面表示，「山鷹」
首架外貿飛機總裝下線提升了「山
鷹」品牌的國際影響力，不僅是中
國航空工業集團國際化開拓戰略的
重要舉措，也是貴飛打造一流教練
機基地，堅持協調發展國內、國際
市場的重要里程碑。

魯石化公司爆炸
致8亡9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司法部國家司
法考試司司長賈麗群昨日在2017年國家司法考
試組織實施工作情況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為便利
港澳台考生報名參加2017年國家司法考試，取
消使用戶籍謄本或者戶口名簿複印件報名的台灣
考生須提供公證證明的規定，對香港、澳門考生
不再要求提供身份證或身份證明複印件的公證信
息，由考生對所提交身份信息的真實性作出承諾
即可。
賈麗群續指，考生將要選擇的是法律職業，因
此必須對自己所有信息的真實性、有效性負責。
既然考生承諾能夠對身份信息的真實性作出承
諾，就不必再增加他們的負擔」，通過國家司法
考試的考生須申請授予法律職業資格，考生須提

交相關報考材料的原件，並到現場逐一核對，確
保身份信息真實有效。
賈麗群進一步指出，簡化港澳台考生國家

司法考試報名程序是司法部立足於黨和國家
的大局，對司法考試制度進行的改革完善。
它是司法行政機關推行的一項便民利民措
施，有利於兩岸四地法律人才的交流及法律
服務的發展。
據了解，根據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決定，從2004年開
始，符合條件的香港、澳門居民可以參加司
法考試。從2008年開始，符合條件的台灣居
民可以報考司法考試。截止目前，有600多
名港澳台居民獲得法律職業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
道）山東省臨沂市臨港經濟開發區宣傳辦
公室官微通報，昨日凌晨1時左右，位於
臨沂臨港經濟開發區團林鎮的臨沂金譽石
化有限公司裝卸區發生爆炸並引發火情。
截至昨日16時，該事故已造成8人遇難，
9人受傷。爆炸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經過消防人員15個小時的科學救援，

明火已被撲滅。據初步調查統計，爆炸事
故發生區當班職工共42人，已有34人取
得聯繫，7名失聯人員已全部找到，均不
幸遇難，死亡人數由最初1名增加至8
名。目前，9名傷員已得到全力救治，生
命體徵穩定。
據了解，臨沂金譽石化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年6月，經營範圍包括液化石油氣、
氯乙烯、二甲醚、丙烯、丙烷、丁烷、天
然氣、硫酸等，其部分項目須經相關部門
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江西省
環保廳相關人員昨日指出，農業面源污
染、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工業廢水污染
及採砂係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水質下降
的四大原因，該湖水質主要污染物為總
磷。
隨着江西經濟的發展，近年來鄱陽湖水
質逐漸變差。2016年，鄱陽湖水質輕度污
染，17個監測點位水質達標率為11.8%，
僅有2個點位達標，主要污染物為總磷；
2017 年 1 月至 5 月，平均達標率為
41.2%，17個點位僅有7個點位達標。

江西環保部門分析認為，鄱陽湖水質下
降有四個原因：一是農業面源污染，在
鄱陽湖周邊，農藥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以
及畜禽水產養殖量的增加使得入湖氮、
磷量增加；二是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
鄱陽湖區生活污水排放量上升，而該省
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脫磷能力均較差，
使得入湖總磷量逐年增加；三是工業廢
水污染，鄱陽湖地區部分工業園區時常
發生超標排放或偷排現象，造成鄱陽湖
水質下降；四是採砂，採砂攪動湖底底
泥，底泥中總磷釋放入水體，進一步加

重了總磷污染。

擬減少廢水排放 科學佈設採砂點
針對上述四大「罪魁禍首」，江西省環

保廳水環境保護處處長徐美生表示，該省
將開展農藥、化肥減量行動，依法關停、
取締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企業；提高污水
收集率和處理率，加快城鎮污水處理廠提
標改造；打擊偷排、漏排等違法行為，嚴
控鄱陽湖周邊新建重污染項目；減少採砂
量，科學合理佈設採砂點等措施來改善鄱
陽湖水質。

此外，江西環保廳還向環境違法行為
「亮劍」。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該
省環保系統共立案 2,224 起環境違法行
為，下達處罰決定2,028件，累計罰款數
額逾1.3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位於江西省北部、長江中下
游南岸的鄱陽湖是中國最大淡水湖，水
面資源和漁業資源豐富，聚集了包括長
江江豚在內的許多世界珍稀瀕危物種，
是保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保護區，是白
鶴等珍稀水禽及森林鳥類的重要棲息地
和越冬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首班中歐班列
（深圳—明斯克）「朗華號」列
車昨日順利抵達白俄羅斯首都明
斯克。本次班列僅用13天運行了
9,900公里，共承載41個貨櫃，
承運來自華為科技、阿里巴巴、
美的電器、奧馬電器、有棵樹電
商等客戶產品，總貨值近800萬
美元。貨物到站後將通過朗華全
球物流網絡分撥到歐洲腹地各大
城市，揭開了深圳—歐洲貿易流

通的新篇章。
據了解，深圳首趟中歐班列

X8428次列車於22日上午駛出深
圳鹽田港，向白俄羅斯明斯克進
發，自此，深圳成為全國第29個
開行中歐班列的城市。
該中歐班列（深圳—明斯克）

由廣鐵集團、中鐵集裝箱和朗華
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朗華）聯
合組織開行，初期暫時只開行出
口班列，待粵港澳大灣區、東南
亞地區貨源穩定後，適時增加班

列頻次以及返程班列，並有計劃
在未來幾個月內將該班列延伸到
德國漢堡。開行初期實行每周單
線出口運輸，頻次為一周一班，
計劃9月份開始實現雙向運輸，爭
取每周兩班出口、每周一班進
口。
相較空運與海運成本，鐵運優

勢凸顯。中歐班列的運價約為航
空的五分之一，運時約為海運的
四分之一，能有效節約時限，提
升物流效率，提速資金周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經黑龍江省委批准，黑龍江省紀委
日前對省紀委原常委宋川嚴重違紀
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決定給予其
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
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
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
理。
經查，宋川違反政治紀律，串

供和轉移、隱匿證據，對抗組織
審查；違反組織紀律，不按規定
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在職工錄用等方面違
規為他人謀取利益；違反廉潔紀

律，搞權權交易，收受禮品、禮
金、消費卡，違規從事營利活
動，搞權色交易；違反工作紀
律，違規干預司法、執紀活動，
洩露尚未公開的紀律審查信息，
私自留存紀律審查資料，違規處
置違紀違法問題線索及涉案款
物；違反生活紀律，與他人發生
不正當性關係；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和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
受、索取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
罪。在審查中，還發現宋川其他
涉嫌受賄、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
不明犯罪線索。

黑龍江省紀委原常委宋川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縣委宣傳部相關人員表
示，霍邱縣孟集鎮於昨日上午6時發生一
起沉船事故，經查，事故致39人落水，
其中32人安全上岸，4人不幸遇難，3人
經及時救治已無生命危險。
事故發生後，群眾報警稱，該縣孟集鎮江

嘴村江嘴組「王安圩江」外圩北埂河道一船
舶傾覆。接報後，六安市及霍邱縣主要負責
領導第一時間趕赴事故現場，公安、消防及
幹部群眾400餘人奔赴現場開展救援。據
悉，該船舶所載人員為插秧村民，駕船人王
某已被公安機關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有
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核實。

皖沉船事故
4人罹難

■■從深圳開從深圳開
出的首趟中出的首趟中
歐班列昨日歐班列昨日
已順利抵達已順利抵達
白俄羅斯白俄羅斯。。

新華社新華社

■安徽六安昨日發生沉船事故。圖為救援
人員把沉船打撈出水。 中新社

■國產首架外貿型教練機「山鷹」昨日在中國航空工業貴州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總裝下線。
中國航空工業供圖

■■中國航空工業中國航空工業「「山鷹山鷹」」首架外貿飛機總首架外貿飛機總
裝下線儀式現場裝下線儀式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