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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有關部門14日表示，劉曉

波的妻子劉霞是中國公民，中國有關部門會依法保護她的合法權利。

因病保外就醫的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
人員劉曉波，13日因多臟器功能衰

竭死亡。據介紹，劉曉波臨終前，其妻
劉霞及多位親屬均在場。劉死亡後，有
關部門與劉霞及劉曉波的大哥等多位親
屬就處理後事相關事宜進行了溝通，總
的考慮是尊重家屬意願，尊重死者當地
風俗習慣。有關方面應家屬請求，可提
供必要的幫助。
對於劉霞的近況，有關部門表示，劉
霞是中國公民，中國有關部門會依法保
護她的合法權利。劉曉波保外就醫期
間，劉霞一直在瀋陽，依其本人意願隨
時到病房陪護、探視。劉霞現在是自由
的，但她剛剛失去親人，正在悲傷中，
盡量讓劉霞在劉曉波後事處理期間不受
干擾，是家屬的希望，也是人之常情。

劉被發現患癌已屬晚期
13日晚23時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舉行新聞發佈會，通報劉曉波診療情
況。據劉曉波主治醫生、附屬第一醫院腫
瘤內科主任劉雲鵬教授介紹，2017年5月
31日，劉曉波經體檢發現肝臟可疑腫
物。6月6日，附屬第一醫院應邀派出相
關科室專家赴錦州監獄為其進行第一次會

診，初步診斷為肝臟佔位病變。6月7
日，患者轉至附屬第一醫院，經專家組會
診初步診斷為肝臟惡性腫瘤可能性大。6
月8日，附屬第一醫院為劉曉波進行肝臟
腫瘤穿刺活檢，病理回報顯示為低分化型
肝細胞癌。附屬第一醫院在保肝、支持和
對症治療的同時，邀請北京的6位肝膽外
科和病理科國內相關領域著名專家，與附
屬第一醫院專家組對劉曉波進行第一次聯
合會診，明確診斷為低分化型肝細胞癌，
並伴有全身多處轉移，已屬肝癌晚期。
據介紹，經專家組聯合會診，患者不
適合進行手術、介入、放療和化療等治
療，專家組建議進行腫瘤的藥物治療。
診療期間，院方在按照專家組制定的醫
療方案進行治療的同時，又多次邀請國
內知名腫瘤專家進行會診，調整完善醫
療方案，並於7月8日邀請德國海德堡大
學醫學院外科系主任馬庫斯．布奇勒教
授及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放療科約
瑟夫．赫爾曼教授來醫院，與專家組進
行國際會診，並根據會診意見，採取醫
療救治措施。

癌症類型早期較難發現
7月12日，劉曉波病情進行性加重，

存在腎功能衰竭、亞急性肝功能衰竭、
呼吸功能衰竭、自發性腹膜炎、感染性
休克、不全腸梗阻、瀰漫性血管內凝血
等多種症狀。經過抗感染治療、持續血
液凈化治療，腹腔多處引流，胃腸減
壓，鎮痛及其他器官支持治療，患者肝
功能持續性惡化，合併瀰漫性血管凝
血。患者呼吸功能衰竭，經高流量吸氧
呼吸功能無明顯改善，需要氣管插管機
械通氣維持生命，向患者家屬交代氣管
插管的必要性，家屬拒絕氣管插管。
劉雲鵬教授指出，自劉曉波入院以

來，醫院進行了全力搶救，共組織院內
專家會診25次，國內專家與中國醫大一
院專家聯合會診5次，國際會診1次，向
家屬作病情交待23次。
當有記者問到患者病情為什麼這麼晚才

發現，劉雲鵬教授指出，低分化型肝細胞
癌惡性度高，發病初期隱秘，早期很難發

現，絕大多數發現都是晚期，而且病情進
展迅速，高分化型肝細胞癌是按月發展，
而低分化型肝細胞癌則是按周發展。

病情十分凶險不宜移動
對於有記者提出患者出國治療的問

題，劉雲鵬教授指出，由於患者病情進
展迅速，出現血壓下降、腹腔感染、急
性腎功不全等症狀，肝癌被膜下出血非
常容易出現肝破裂，並且出現重症腹膜
炎，已進入危重狀態，情況十分凶險，
隨時有可能進入手術室搶救，不宜移
動。美、德專家也對院方救治情況給予
了高度評價，認為患者迄今為止接受了
高水準治療，他們自己的國家對這一病
情的治療並不好於中國。
發佈會上，院方還介紹，患者臨終前，

患者妻子及多位親屬均在場。患者家屬對
院方醫護人員的全力救治表示非常感謝。

有關部門：劉曉波妻合法權利受保護
正就處理後事與劉親屬溝通 並可提供必要幫助

日神奈川縣發現兩遺體
確認為失蹤中國籍姐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昨日發佈通報稱，當天15時29分，大使館接日本警
方通報，13日深夜發現的兩具遺體確為此前失蹤的中
國籍姐妹，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中國駐日本
大使館再次要求日本警方盡快查明真相，緝拿兇手。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當地時間13日23時40分左
右，神奈川縣警方辦案人員在該縣秦野市寺山的山
林中發現被分別裝在包內的兩具遺體。警方以遺棄
屍體案為由展開調查。

中國使館促日方盡快緝兇
此前，居住在橫濱市內的中國籍姐妹陳寶蘭、陳

寶玲失蹤。據辦案人員透露，根據姐妹共同居住的
橫濱市中區某公寓監控探頭拍攝的視頻等，發現姐
姐工作的餐飲店一名30多歲男性客人似乎與案件
有關。該男子6日進入公寓、7日從公寓運走旅行
袋的畫面已被確認。
日本新聞網獲得的信息顯示，這對姐妹是姐姐陳
寶蘭（25歲，1991年8月15日生）和妹妹陳寶玲
（22歲，1994年10月17日生）。妹妹目前是一名
留學生。姐妹倆都是福建人。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通告中表示，再次要求日本警

方重視此案，盡快查明事件真相，緝拿兇手，依法嚴
懲，並稱「我館將繼續密切關注案件進展」。大使館
當天早些時候已經發佈通告指，希望日方全力偵查，
盡快破案並及時將案件進展通報使館及家屬。

女遊客麗江被毆案開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麗江報道）備受輿

論關注的「女遊客在麗江被毆」刑事案，昨日在雲
南麗江市古城區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和榮松
被控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被告人杜澄、曹二
車龍補、吳原華、趙智、和凌波被控尋釁滋事罪；
被害人董某某的訴訟代理人到庭參加刑事訴訟。
2016年11月11日凌晨3時許，董某某（女）、

孫某（男）、張某（男）在麗江市古城區吃燒烤
時，與鄰桌和榮松等發生爭執並被打傷，警方出警
後受理為治安案件調查，和榮松等6人相繼到案。
今年1月，董某某在微博上講述自己的遭遇後引爆
輿論，引發大批網民持續關注。2月9日，經麗江
市古城區人民檢察院批准，麗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
對涉嫌尋釁滋事罪的和榮松等6人執行逮捕。3月9
日，麗江市古城區檢察院以和榮松等6人涉嫌尋釁
滋事罪、和榮松涉嫌故意傷害罪向古城區法院提請
公訴。同日，古城區法院受理了該案。

中方敦促相關國家勿干涉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答記者問時表示，
中方敦促有關國家切實尊重中國的司法主
權，不得利用劉曉波案干涉中國內政。
耿爽表示，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
而被判刑的罪犯。劉被診斷患有肝癌
後，中國有關部門和醫療機構根據法律

規定，並從人道主義出發，為其提供了
全力醫治。
耿爽稱，中國是法治國家。對劉曉波
案的處理純屬中國內政，外國無權說三
道四。我們敦促有關國家切實尊重中國
的司法主權，不得利用上述個案干涉中
國內政。

國台辦：民進黨當局肆意攻擊
此外，針對台灣當局領導人、陸委會
和民進黨借劉曉波病亡妄議大陸政治制
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
表示，民進黨當局及其領導人一再肆意
攻擊大陸，這種行徑是十分危險的。

馬曉光稱，近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
及其領導人進一步撕去其「維持現狀」的
欺騙面紗，一再肆意攻擊大陸，升高兩岸
對抗，企圖把兩岸關係拉回緊張動盪的老
路。這種行徑是十分危險的。他表示，大
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只有大陸人民
才最有發言權。而民進黨當局應該關注和
反思的是，其執政給台灣社會帶來的亂象
和對兩岸關係造成的傷害。政治操弄、轉
移焦點、混淆視聽，是不可能得逞的。

■美德專家對
醫院方面為劉
曉波提供救治
情況給予高度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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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海洋牧場成就「海上糧倉」
2020年水產品年產量達450萬噸 綜合收入預計增至逾3000億

18園區獲評省級服務業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從福建
省發改委第二季度新聞通氣會上獲
悉，泉州天地匯公路港、漳州漳龍

物流園區、福大怡山文化創意園、福建
海峽兩岸安成青年創業園等18個園區成
為第二批省級現代服務業集聚示範區。
從2016年開始，福建省共已確定省級現
代服務業集聚示範區47家。
據悉，獲評的18家服務業集聚示範區
是各地立足發展基礎、交通區位和生態
環境等比較優勢，選擇使用集聚發展的
重點領域，功能定位清晰、帶動示範效
應強，將有力地促進福建省現代服務業
集聚發展。

福
－
建

昆明石博會 吸引23地區國家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根據新一輪省級海洋牧場建設三年

示範計劃，預計到2020年山東省省級以上海洋牧場將達到80至100處，水產

品年產量450萬噸，綜合收入從1,850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3,000億

元（約合港幣3,455億元）。

洛陽通用航空機場年底前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 河南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從河南
省洛陽市發改委獲悉，洛陽市通用
航空機場項目—萬安山通用航空機

場日前獲得河南省發改委批覆，計劃於
年底前全面開建，2018年10月完成竣工
驗收。
萬安山通用航空機場位於伊濱區寇店

鎮和偃師市大口鎮內的萬安山區域，遠
期規劃4,500畝，含通用航空機場、通用
航空產業園兩部分。其中，通用航空機
場主要開展旅遊觀光、應急救援、航空
測量等業務。

河
－
南

將建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

報道）江西省近日出台的《關於進
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實施意見》提
出，到2020年，努力實現從文物大

省向文物強省的新跨越，在築牢文物安
全底線方面，江西省將嚴格責任追究。
其中包括建立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

制，對不依法履職、決策失誤、失職瀆
職導致文物遭受破壞、損毀的相關負責
人，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
都必須嚴肅追責；建立健全文物保護工
程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技術審核質
量負責制，對違反法律、法規和相關技
術標準，造成文物和國家財產遭受重大
損失的，要依法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
責任。

江
－
西

海洋漁業是山東省第一大海洋傳統
產業，在經歷了捕撈、耕海牧漁

等一代代漁業發展模式之後，新一代海
洋牧場平台也成為山東海洋漁業發展的
新模式。海洋牧場一般是指為了有計劃
地培育和管理漁業資源而設置的人工漁
場，是保護和增殖漁業資源、修復水域
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

力爭建百處省級以上海洋牧場
海洋牧場是「海上糧倉」建設的主

戰場，使傳統海洋漁業煥發出無限生
機和活力。從2014年至今，山東在海
洋牧場上建設的15處休閒海釣示範基
地，綜合經濟收入年均增幅超過了
200%，專家估算，三年內僅休閒海釣
全產業鏈產值將突破1,000億元。在山
東省即將啟動的新一輪省級海洋牧場3
年示範計劃中，力爭到2020年，該省
建成80至100處省級以上海洋牧場，
創建一批海洋牧場最美漁村、特色小
鎮，海洋牧場綜合收入也將達到3,000
億元。

據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廳長王守信
介紹，自2014年以來，山東累計在現
代化海洋牧場建設中投入財政扶持資金
12.39億元，建設省級以上海洋牧場示
範區52處，其中國家級海洋牧場14
處。

多功能平台等裝備陸續投用
王守信說，為拓展深遠海漁業空
間，山東省正在組織建設的海洋牧場多
功能平台等裝備陸續投入使用。去年7
月，中國首個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牧場平
台在山東中集來福士基地交付，成為離
岸海洋牧場建設的現代化支點和「海上
空間站」。日前，內地首艘大型養殖工
船在山東省日照啟航，開始在離岸50
海里的黃海冷水團海域作業。內地首座
半潛式海洋牧場平台6月份在長島交付
使用，其作業水深可達30米海域，為
該省海洋牧場建設向100米水深推進奠
定了基礎。離岸海洋牧場大型平台等裝
備的使用，為中國開發深遠海漁業資源
提供了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和向紅 昆
明報道）2017中國昆明國際石博覽
會近日在「承古萌新， 石博會新風
尚」的理念引領下開幕，2,800個標
準展位擠滿了包括香港、埃及、德
國、巴西、波蘭等23個地區和國家
的參展商，各種奇寶異石閃花了觀
眾的眼。 中國昆明國際石博覽會始
辦於2006年，取「奇石」之諧音於
每年7月10日開幕，組委會稱正成
為「國內最好、國際一流」的石專
業博覽會。是次展會設國際及港澳
珠寶玉石館、珠寶玉石館、民族民
間工藝品館等多個展館，展品眾
多，亮點閃耀，有近800名國內外買

家入場採購， 國內外知名的各類觀
賞石、珠寶玉石、木雕根藝、石相
關工藝品悉數登場。

舉辦多場行業專業活動
展會期間，將舉辦「玉雕界年度

行業信息發佈會」、「南紅產業
2017—2020 發 展 研 究 論 壇 」 、
「《南紅之謎》專題片巡迴報告
會」、 「天然大理石畫高峰論
壇」、雲南省石產業促進會組織的
「石博十年論壇」等多場行業專業
活動，有多位重量級玉雕師、業內
學者、商家親臨現場講解指導，對
石產業的技術技藝、行業趨勢和產

業發展作出獨到的見解。
此間由翡翠王朝．玉雕界發佈的

上半年收藏趨勢報告顯示，目前翡
翠原石市場火熱，和田玉市場原石
貴過雕件；新材料崛起，和田玉、
翡翠成品較往年減少，阿拉善玉、
印度七彩瑪瑙、馬達加斯加瑪瑙、
緬甸黃龍玉崛起，新材料高歌挺
進，總體銷售向好；一些實用的生
活化擺件比較受市場追捧，比如與
香插、茶寵等一些創意的擺件成為
擺件市場的新力量，而傳統的擺件
反響較為平平；玉雕鑲嵌設計迎來
新春，深受女性市場追捧，存在很
大的發展空間。

■山東省力爭到2020年建成80至100處省級以上海洋牧場。圖為山東省其中一處國家級海洋
牧場。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開幕首日，石博會購銷兩旺，小型擺件和中檔飾品受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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