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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審判70周年 結果公正不容置疑 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荷載試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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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近年來，中美雙向跨境投資

持續增長，當中也存在不少投資糾紛。深圳國際仲裁院近期宣佈在美國

洛杉磯設立北美庭審中心，這也是中國國際仲裁機構第一個海外庭審中

心，中國企業在北美地區相關國際商事仲裁案件可實現就近開庭審理。

該仲裁院院長劉曉春表示，在「一帶
一路」戰略的拉動下，中國對外貿

易和海外投資持續增長，仲裁服務市場需
求潛力巨大。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訪華，
兩國簽署的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協議總金
額更是超過2500億美元。

創新調解仲裁方式
此前，深圳國際仲裁院通過創新的
「獨立調解+獨立仲裁」方式，13天就解
決了一宗中美之間爭議金額高達134億元
人民幣的投資糾紛，也是中國有史以來金
額最大的仲裁案件。
劉曉春透露，目前有一家在美國投資的
深圳企業與美國加州某企業約定由深圳國
際仲裁院仲裁，適用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
規則。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雙方均希
望就近在美國開庭。相信隨着中國企業在
國際市場上的談判地位逐漸提升，以及深
圳國際仲裁公信力的增強，將會有更多涉

華商事糾紛選擇在該仲裁院海外庭審中心
仲裁。

海外仲裁員佔4成
記者了解到，深圳國際仲裁院於1984

年就在內地率先聘請外籍仲裁員，目前在
冊仲裁員 870 名，海外仲裁員佔比
40.6%，國際化程度最高，其中香港大律
師、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被聘請為副
理事長。近兩年，深圳國際仲裁院還與南非
和肯尼亞等國的國際仲裁機構共同建立起中
非聯合仲裁中心（CAJAC），與瑞士仲裁
協會（ASA）、瑞士商會仲裁院（SCAI）
等簽署了共建「中歐聯合仲裁中心」的合作
備忘錄。
劉曉春還表示，深圳國際仲裁院依托

庭審中心定期向353名外籍仲裁員，包括
65名北美地區的仲裁員提供深圳國際仲
裁規則培訓服務，提升「中國深圳規則」
和「中國深圳標準」的海外影響力。

深國際仲裁院首設海外庭審中心
中國在北美企業商事糾紛可就近審理

中國新聞特 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梅州
報道）第五屆世界客商大會昨天在廣
東梅州開幕，廣東方面宣佈總規模達
百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廣東原中
央蘇區綠色發展投資基金正式啟動，
將支持梅州、河源、潮州、韶關四市
13個原中央蘇區縣發展，並組織海內
外企業等社會資本參與，搭建廣大客
商參與投資的新平台。
以「開放促發展·創新贏未來」為

主題的第五屆世界客商大會，吸引來
自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國內20個
省（直轄市）、 45個地級以上市的
1000多名客商和嘉賓參加。中央政治
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祖
籍梅州的著名港商曾憲梓等出席開幕
式。

邀港澳企業入股
馬興瑞在開幕式上表示，廣東將實

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鄉村振興戰
略，促進客屬地區不斷提升發展水
平，要加快粵北地區連接珠三角的骨
幹交通網絡建設，加快補齊粵北地區
基礎設施短板。
廣東原中央蘇區綠色發展投資基金

昨天也正式啟動，該基金由廣東和相
關市政府共同出資引導，組織動員全
省原中央蘇區的當地金融機構和海內
外企業等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入股，
探索建立多元化、市場化、規範化的
綠色發展投融資新機制。基金總規模
擬為100億元，已到位60億元，凡參
與了基金的地區均可獲得項目資金支
持，期望港澳企業積極入股，共享基
金運作產生的效益分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即將建設完成的港珠
澳大橋，計劃於今年年底前整體具備通車條件。經過二十多天的
荷載試驗，昨日，大橋主體工程最後一段橋面荷載試驗結束，大
橋進入到全面的交付驗收階段。
荷載試驗主要是為了驗證大橋的實際承載能力，得出位移變形

的具體數據。這也是未來通車的准入證。港珠澳大橋荷載試驗從
今年10月底正式啟動，目前已先後對大橋橋面、索塔等關鍵部件
進行了外觀和動靜態載重的壓力測試。確認了大橋通車條件下所
產生的實際承載能力、晃動等，也驗證了橋樑是否在正常的工作
狀態。根據現有數據判斷，各項指標完全符合設計要求。
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後，可真正實現港珠澳30分鐘交通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南
京報道）昨日，「銘記歷史、珍愛
和平——紀念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
庭公審南京大屠殺案戰犯70周年
座談會」在南京舉行。今年既是南
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也是
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公審南京大
屠殺案戰犯70周年。本次座談會
專門選在當年南京審判法庭原址舉
行，來自國內歷史學、法學界的知
名學者，分別圍繞南京審判的歷史

與現實意義、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
殺罪行認定的客觀公正性、南京法
庭審判日本戰犯與國際刑法的發
展、東京審判確立和發展的國際刑
法原則等主題，作了主旨發言。

為同胞討回公道
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南京大

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張憲
文指出，南京審判判定南京大屠殺
被害者總數達30萬人以上，並對

24名戰犯判處死刑5人，處終身監
禁2人，處有期徒刑12名，無罪釋
放2名。這些判決都是南京審判有
充分證據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判定，
也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罪行最有力的
批判，一定程度上為慘遭日本侵略
者虐殺的中國死難同胞討回了公
道，在戰後為平復我國民眾以及戰
爭暴行受害者的創傷，有着重大的
意義，南京審判具有不容置疑的正
義性和權威性。

深圳國際仲裁院
華南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
（又稱「深圳國

際仲裁院」）於1983年設立在中國深
圳經濟特區，是解決境內外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
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仲裁機構，也
是中國第一個通過立法方式確立法人

治理模式的仲裁機構，根據《深圳經
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
例》和《深圳國際仲裁院管理規定
（試行）》，引入國際商事仲裁的先
進制度，實行以理事會為核心的決
策、執行和監督有效制衡的管理模
式，保障仲裁機構運作和仲裁庭辦案
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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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座談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攝

■香港大律
師、香港證
監會前主席
梁定邦被聘
請為副理事
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攝

20002000年年，，在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在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424屆大會上屆大會上，，都江堰被確定為都江堰被確定為
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20062006年年，，在聯合國第在聯合國第3030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四川大熊四川大熊
貓棲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貓棲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都江堰是都江堰是1818個管理單元之一個管理單元之一。。至此至此，，都都
江堰成為世界少有的江堰成為世界少有的 「「雙遺雙遺」」 之地之地。。

都江堰都江堰：：讓世界共享熊貓文化讓世界共享熊貓文化

都江堰位於岷山山系與邛崍山系的交
匯區，處在大熊貓現代自然分布狹長條
狀弧形帶的中段，是大熊貓交配的 「天
然走廊」。當地依託都江堰良好的生態
資源優勢建起了兩大熊貓基地，中國大
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熊貓樂
園）和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
繁育野放研究中心（熊貓谷），分別承
擔着大熊貓公眾教育、熊貓養老、隔離
檢疫、疾病防控和野放訓練、熊貓科研
等不同功能。目前，全世界一流的大熊
貓保護和科研機構——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已正式由卧龍遷至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在大熊貓文化傳播、國際交流
合作等方面的 「橋頭堡」作用日益凸
顯。

熊貓文化 聯通世界
大熊貓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 800 萬

年 ， 被 譽 為 「活 化 石 」 和 「中 國 國
寶」，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形象大使，是
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旗艦物種。

大熊貓生活在岷山、邛崍山等幾大山
系，種群數量約1600隻，其中80%以上
分布於四川境內。從新中國建立初期的
「熊貓外交」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熊

貓科研和文化交流，多隻大熊貓從都江

堰走向海外，也從海外回到都江堰。
「星輝」 「好好」從都江堰基地出發

旅居比利時， 「園欣」、 「華妮」旅居
韓國，大熊貓 「福娃」 「鳳儀」旅居馬
來西亞……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烈追
捧；從美國歸來的熊貓 「寶寶」、 「泰
山 」 、 從 奧 地 利 歸 來 的 熊 貓 「福
報」……牠們都是國際友誼的使者。截
至目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先後
與美國、英國、奧地利、澳洲、日本、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比利時、韓
國、荷蘭、印度尼西亞12個國家14個動
物園建立了大熊貓科研合作關係。

2016年10月，大熊貓保護國際會議在
都江堰召開，並通過了《大熊貓保護國
際會議都江堰共識》；電影《功夫熊貓
3》在都江堰市取景拍攝，讓 「雙遺」都
江堰揚名世界。

一張憨厚的大圓臉、兩隻喜感的黑眼
圈兒、胖乎乎的身子……吸引着全球的
「熊貓迷」。全世界的文化名人、愛心

企業、慈善家，紛紛加入保護大熊貓公
益活動，熊貓文化贏得全世界人民認
同。

熊貓故事 享譽全球
1953年1月17日，一隻野外大熊貓在

都江堰市玉堂鎮被發現，並救護至成都
動物園斧頭山飼養場（成都大熊貓繁育
研究基地前身）。該熊貓是新中國成立
後第一隻被救護的活體大熊貓，從而開
啟了中國野外大熊貓救護之路。

2000年，一隻飢餓的野生大熊貓闖進
當地農戶家中，恰逢都江堰申遺，因此
被命名為 「遺寶」；2005年7月16日，
大熊貓 「盛林 1 號」來到都江堰市區，

其救護、放歸和監測引起世界關注。從
而，開啟了大熊貓野化放歸監測之路，
在大熊貓保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義。

目前，在都江堰玉堂 「熊貓谷」共生
活着14隻大熊貓，在都江堰青城山下的
「熊貓樂園」共生活着大熊貓30隻、紅

熊貓 4 隻。如果你從雙流機場出發，不
到一小時車程，就可以和大熊貓 「親密
接觸」。

都江堰還建成了全球唯一的 「熊貓養
老院」，英雄父親 「盼盼」、備受關注
「蜀蘭」 「英英」……都曾經或正在這

裏安享晚年。都江堰是出國和歸國大熊
貓旅居地，每年都有許多國際友人前來
探望。僅 「熊貓樂園」建園以來，尼泊
爾、波蘭、贊比亞、荷蘭等多國領導人
先後到訪參觀。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 『綠水
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將按照大旅
遊、大健康、大生態、大文化的產業發
展導向，積極推進都江堰國際生態旅遊
名城建設。」都江堰市旅遊局局長楊波
說，為讓世界遊客零距離觀賞大熊貓，
上述兩大基地均對外開放。

在香港回歸 2 周年、10 周年之際，香港
先後獲贈兩對大熊貓。這些憨態可掬的大
熊貓，成為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每年看望牠們的遊客超過160萬。這些
友好使者，無形中拉近了兩地人民的心理
距離。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香港特區政府捐
款100億港元，援建190個項目。其中，23
個是卧龍的項目，總援建金額 15.8 億港
元。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熊貓樂園）亦由港府投資2.3億元援建，
佔地約760畝、建築面積約12400平方米。

該基地由大熊貓疾病防控研究區、救護
隔離檢疫區、康復訓練區、公眾教育區、

辦公後勤區和自然景觀區等 7 個功能區組
成，修建有監護獸舍、大熊貓疾病防控研
究中心、獸醫院、辦公樓、科研教育中
心、大熊貓食品製作及竹子堆放用房、30
套大熊貓獸舍、飼養管理用房等主要建
築，能滿足40隻大熊貓的救護、療養、飼
養管理需要。

如今，該基地已成為內地首個大熊貓救
護與疾病防控研究的專門機構和科普教育
基地，吸引着世界各地和科研機構和遊客
交流參觀。自去年5月卧龍、都江堰大熊貓
基地向香港市民免費開放以來，已接待香
港遊客超過1000名。

港府2.3億援建熊貓樂園
高標準高質量讓無數國寶獲益

■■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 何勃攝何勃攝

■■都江堰城區幸福大道都江堰城區幸福大道 何勃攝何勃攝

■■網紅雙胞胎大熊貓網紅雙胞胎大熊貓 「「冰冰冰冰」 「」 「青青
青青」」 兩歲生日慶典兩歲生日慶典 何勃攝何勃攝

■■海歸大熊貓寶寶海歸大熊貓寶寶44歲生日慶典歲生日慶典 何勃攝何勃攝

■■青城山老君閣美景青城山老君閣美景 何勃攝何勃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