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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團夥冒名滬迪園「高薪招聘」騙錢

不丹承認洞朗非領土 戳破印度謊言
外交部：印軍仍有53人和一台推土機非法滯留中國領土

吳謙升任國防部新聞局局長 楊宇軍退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葛沖及人

民日報客戶端報道，據印度報業托拉

斯9日報道，不丹方面已經承認，現

時中印洞朗對峙地區並非不丹領土。

而此前，印度一直以「維護不丹利

益」為幌子，聲稱受不丹「邀請」進

入洞朗。然而，不丹方面的表態已戳

破了印度一直以來的謊言。

■吳謙 資料圖片

慎海雄：借鑒《習仲勳在南梁》謳歌大時代築就新高峰

對於有外電報道印軍開始撤離的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昨日回應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稱，據中方掌握，截至8
月7日，印軍仍有53人和一台推土機非法
滯留在中國領土上。
外交部在回應中稱，中方要強調的是，
印方必須將全部越界人員和裝備撤回邊界
線印度一側。無論印軍還有多少人非法越
界並滯留在中國境內，其性質都是對中國
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
中國外交部8月2日發佈的文件顯示，
截至7月底，印度邊防部隊有40多人和一
台推土機在中國領土上非法滯留。
印度報業托拉斯援引中國外交部邊海
司副司長王文麗的話說：「印軍越界
事件發生後，不丹方面非常清楚地告
訴我們該事件發生地點並不屬於不丹
領土。不丹人也很奇怪為什麼印度邊境

部隊會進入中國領土。」王文麗還表
示，她的觀點在不丹國家媒體及權威
論壇上很普遍，而且有「更具說服力
的信息」。

尼泊爾函中印稱保持中立
目前「不丹承認洞朗非其領土」的消息

已被《印度時報》、《印度快報》等多家
印度主流媒體轉載。另據《加德滿都郵
報》報道，尼泊爾駐北京和新德里使館已
經分別致函中印兩國政府，表示尼泊爾將
保持中立，不會在中印對峙中選邊站隊。
據中新社報道，印方一直辯稱，洞朗地

區是不丹領土，至少是「中不爭議領
土」。基於此，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
主張中印軍隊「同時退出洞朗地區」，即
所謂「雙撤軍」。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
究院研究員林民旺斥之為印度的「神

邏輯」。
洞朗地區位於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

約》規定的邊界線中方一側，並一直處在
中方實際控制之下，不丹方面對此十分明
了，雙方對兩國邊界也存在共識。

專家：印無權介入中不問題
「退一步講，中不邊界也是中不之間的

問題，印度沒有權利介入並阻擾，這是對
不丹主權的侵犯。」林民旺表示。
對於印方「應不丹要求」的藉口，中國

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亞編輯部
主任、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葉
海林說：「不丹在事發半個月後才發表了
一紙聲明來支持印度主張，這是反常規
的，如果真是不丹邀請印度，它應該事先
把聲明公佈出來。聲明中也根本就沒提到
不丹邀請印度進入洞朗地區一事。」

「把這兩件事聯繫起
來，得出的結論就是『印
度不請自來』。」葉海林
說：「我們不要被印度牽
着鼻子走，印度所謂
『不丹和中國在洞朗有
爭議』，與印軍非法越
界入侵中國領土是沒有
關係的。」
有關專家認為，如今，不丹仍是印度地

區霸權主義的直接受害者。如2013年7月
不丹大選前，印度赤裸裸宣佈停止對不丹
家用煤氣和柴油的補貼，使當時執政的和
平繁榮黨落敗。長期以來，印度以「安全
關切」為由在南亞肆意干涉其他國家內
政。越來越多的國際分析人士指出，如繼
續縱容印度此類強權藉口和霸權行徑，將
為地區穩定埋下巨大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上海迪士尼公園是內地暑期最熱門景點，
但名聲大振後亦惹來黑職介垂涎。近期不
少求職者稱有詐騙團夥假借迪士尼名義進
行「高薪招聘」，利用介紹工作來收取高
額費用，甚至有人為之付出上千元（人民
幣，下同）代價，但最終發現只是「竹籃
打水一場空」。
目前在內地多個分類信息網站上，只要

輸入「迪士尼招聘」就會跳出一些第三方
公司代理的「直招」項目，給出的條件頗
為吸引，不少一線崗位諸如保潔、安保、
售票等工作的月薪達5,000元至8,000元，
其中不少還承諾提供免費食宿，並於入職
後可免費帶家人暢遊上海迪士尼樂園來增

加吸引力。
求職者小宋向說，此前在「58同城」上

看到一則「迪士尼直聘＋售票員月薪
6000」的招聘消息吸引了她，學歷只需初
中以上便可，崗位職責十分簡單，僅要求
會收錢、刷卡、打印小票和門票，並承諾
提供一日三餐和免費住宿，等於一個月可
淨賺6,000元工資。

應聘者需交逾700元
小宋發出在線申請後，很快就有自稱人

力資源經理的人聯繫她，要求她去松江面
試。儘管迪士尼和松江在地理位置上南轅
北轍，但抱着嘗試的心態，小宋如約前
往。隨後，她被要求繳納160元體檢費、50

元送單費和500元崗位穩定費，收費方式十
分隨意，甚至接受微信或支付寶轉賬。
不過，小宋一直未收到入職通知，便多

次致電之前的「人力資源經理」後，剛開
始還有人接電話稱她面試未過，之後就不
再接聽她電話了。當小宋將遭遇發到網上
求助時，才知招聘是一場騙局，不少人表
示和她有類似經歷。
除招聘騙局外，有不少人表示，還在網

上遇到過所謂的「迪士尼星探」，他們自
稱是迪園內部工作人員，可直接介紹人去
迪園工作，若有人有興趣，他們就索要「介
紹費」，動輒上千元起，並承諾給安排到好
的工作崗位。一旦有人交錢轉賬後，那些
「星探」也會以面試不通過來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國防部新聞事務局迎來新調整，國防部新
聞發言人、原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副局長吳
謙，接替楊宇軍出任新聞事務局局長。據

悉，楊宇軍因家人身體健康原因，已申請
自主擇業並獲相關上級單位批准，這意味
着楊宇軍將脫下軍裝，退出現役軍人行
列。

「遍尋世間雙全法，不負家國不負
卿！」「脫下軍裝仍是一名老兵。」很少
發朋友圈的楊宇軍昨日在微信朋友圈發出
上述話，吐露了自己即將離開軍營之際的
心聲。當天，國防部網站亦更新了新聞發
言人欄，正式撤下了楊宇軍的相關介紹。

楊退役與家人健康有關
楊宇軍睿智風趣，才華橫溢，在媒體中

人緣很好，他的「航母不是宅男」等大量
金句，亦受到大量粉絲追捧。對於他的離
職，許多人都感到特別惋惜。談到離開的
原因，楊宇軍透露，選擇退役和家人身體
健康相關。
據《環球時報》報道，楊宇軍坦言說：

「我非常喜愛這身軍裝，也非常熱愛國防
部信息發佈這項事業。多年軍旅生涯，一
直盡心盡力。但是如今家庭更需要我。經
過慎重思考，確實很難做到家庭事業兩頭
兼顧，最終決定拿出更多時間陪伴家
人。」
接任楊宇軍出任國防部新聞事務局掌門

人的吳謙，亦為外界所熟知。他此前任新
聞事務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是位「70
後」。吳謙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國防副
武官、國防部新聞事務局處長等職，大校
軍銜。有記者評價吳謙思維縝密，反應敏
捷。在國新辦上月底新聞發佈會上，吳謙
在回應中印邊界糾紛時曾堅定地說：「撼
山易，撼解放軍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 中
備受好評的大型歷史畫《習仲勳在南梁》
在廣東站展出，再度引發強烈反響。廣東
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昨日到廣東
美術館參觀，和省內藝術家一起聽取該畫
作者、汕頭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陳延講
述創作心得，希望全省文藝界以總書記習
近平文藝思想為指引，聚焦大主題，謳歌
大時代，築就文藝新高峰。

出生於延安，上世紀80年代末定居汕頭
的陳延介紹，他是懷着深厚的感情在廣東
創作該作品的，調動了早年在陝北的生活
經驗，融入了在廣東20多年的生活感受，
同時在技法上大膽創新，將西方繪畫的寫
實表現力與東方水墨的靈動韻味相結合，
從而生動地描摹出上世紀30年代時任陝甘
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習仲勳與歡欣鼓舞
的軍民在一起的歷史場景。他深有感觸地
說，該作品能夠引起廣泛關注，說明宏大

的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必須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勇於創新。
慎海雄指出，《習仲勳在南梁》是藝術
水準和表現題材俱佳的精品力作。他強
調，全省文藝界要以習近平總書記文藝思
想為指引，借鑒陳延創作《習仲勳在南
梁》的寶貴經驗，從中汲取力量源泉，
聚焦大主題，謳歌大時代，創作更多立
得住、傳得開、留得下，彰顯嶺南特色
的扛鼎之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河
北省石家莊市中級
人民法院昨日一審
公開開庭審理中共
天津市委原代理書
記、天津市人民政
府原市長黃興國受
賄一案。
石家莊市人民

檢 察 院 指 控 ：
1994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黃興國

利用擔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書記、台州
市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副省
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
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人民政府副
市長、市長、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等職
務上的便利，或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
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取得項目
用地、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
或通過特定關係人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
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003萬餘元（約合港
幣4,680萬元），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
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被告

人黃興國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黃興國進
行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庭審結束後法庭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豪上海報道）
上海網警昨日查處一宗網絡製造、散佈謠
言案，造謠者被處行政拘留5日，轉發散
佈謠言人被教育訓誡。
8 月 7 日，「中國開始從印度撤僑

了……」一則消息從一個名為「尤格薩
狼」的新浪微博賬號中發出，立即引起網
民和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經上海市公安
局網安總隊查證，該消息係謠言，散佈該
謠言的網民是上海市22歲男性居民曹某，

而謠言製造者是上海崇明區46歲的士男司
機程某。
8月 6日上午，程某因無聊編撰該謠

言，並發佈到親戚微信群和一名的士司
機微信群，引發大量網友關注。網民
「尤格薩狼」（即曹某）不但信以為
真，還進行傳播擴散。據程某交代，他

平時較關心時政信息，之所以編謠言時
選擇了「撤僑」一詞，是為了炫耀其對
時事的關注度。
上海網警提醒廣大網民，不加甄別、不

加思考地隨意轉發信息可能涉嫌觸犯法
律，為賺取關注度或點擊量而編造發佈謠
言，最嚴重的會面臨七年的牢獄之災。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表評論文章
指，印軍非法越界已有50多天。儘管中國一
再呼籲印方立即無條件將越界邊防部隊撤
回，但迄今印方對此置若罔聞。若印軍仍拒不
撤回，應對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負責。
印軍非法越界，事實清晰明了。眾所周

知，邊界在國際法上具有穩定性和不可侵犯
性。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會
議藏印條約》劃定。根據該條約規定，洞朗
地區位於邊界線中國一側，是無可爭議的中
國領土。
文章說，國際法規定，一國不得侵害他國
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上世紀50年
代，中國和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首要兩條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
權、互不侵犯」。此次印方非法越界進入他
國領土的行徑，恰恰也踐踏了自己倡導的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事件發生以來，印方一再
炮製種種藉口，賴在中國領土上不走，根本
目的是企圖製造洞朗地區領土爭端的事實，
掩蓋非法越界事件的本質。
文章重申，事件發生以來，中國本着最大

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過外交渠道與
印度溝通解決此次事件。但善意不是沒有原
則，克制不是沒有底線。

受賄逾4000萬
黃興國當庭悔罪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今日暫停一期。

■■大型歷史畫大型歷史畫《《習仲勳在南習仲勳在南
梁梁》》在粵展出在粵展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從印撤僑」造謠者被行拘5天

印軍若不撤
嚴重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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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軍 資料圖片

■■此前此前5858同城上招聘的同城上招聘的「「迪士尼文迪士尼文
員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興國 資料圖片

■「不丹承認洞朗非其領土」的消息已被《印度快報》等媒體轉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