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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鐵達3萬公里 覆蓋八成大城市

虐童幼園涉軍？軍方：無任何關係
若有軍人違法違紀 堅決查處絕不姑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聰、新

華社及解放軍報微信公眾號報道，北

京朝陽區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

園）涉嫌虐童事件引發社會普遍關

注，甚至有該幼兒園涉及軍隊的傳

言。昨日，「老虎團」政委馮俊峰專

門就相關事件接受解放軍報採訪表

示，從目前調查結果來看，幼兒園用

地不是部隊的，部隊官兵及親屬沒有

任何人員參與該幼兒園經營等工作，

部隊官兵的子女也沒有在該幼兒園上

學，更沒有發現官兵涉及傳言中的所

謂猥褻等行為。如果發現有軍人參與

違法違紀活動，不管涉及到誰，都堅

決查處，絕不姑息。

南方日報：永做人民公僕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50
屆年會23日起一連兩天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
行，來自全球67家媒體的代表共商華文報業
發展大計。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李祖澤，
柬埔寨旅遊部大臣、新聞部代部長翁巴特那
等出席了開幕式。此屆年會主題為「『一帶
一路』新形勢與中文報業新發展」。
世華媒體執行董事張聰表示，此屆主題正

切合了新時代的機遇和主題，帶來了全球華
文媒體全新的願景，是華文媒體的大事，是
歷史的機遇。她說，華文媒體的責任，就是
要求報道真實的「一帶一路」新景象。她認
為「一帶一路」是華文媒體的獨特旅程，既
參與了一個升級版的全球化，打破過去地理
與心理的疆界，也與更多的讀者心連心。這
是激情燃燒的時刻，也是華文媒體可以大顯
身手的機緣。
柬埔寨新聞部代部長翁巴特那表示，只要有
華人社區，就會有中文報。他說，中文在柬埔

寨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除了報道柬埔寨和世
界新聞外，當地中文報章也積極推動高棉和中
華文化，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
大會共有兩場專題演講，即由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博士主講「十九
大後的『一帶一路』，走向國際機遇」，以及
由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駐柬埔寨專員周
勇博士分析柬埔寨經濟發展概況。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成立於1968年，會員包括

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日本、東南亞、北美、
拉美、歐洲、非洲的全球一百多家中文報紙會
員。年會曾先後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
市舉行。此屆年會由《東埔寨星洲日報》主辦。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柬國舉行年會
談「帶路」與華文媒體地位

小啟
由於版面安排原因，今日「神州大

地」暫停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23日，央視網推出
微視頻《公僕之路》，用習近平總書記原
聲系列重要講話，展現了習總書記從延安
插隊到主政地方，再到領航中國，一步一
個腳印，成為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
擁戴的領導核心的執政歷程。《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微視頻展
現了習總書記始終堅持的「為人民服務，
永做人民公僕」堅定信念和深厚情懷，引
發了強烈反響。
做人民公僕，就是要將自己置身於人民

群眾中，為人民做實事。微視頻中，習近
平總書記就主政地方工作談到了自己的一
條重要心得：「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
有的村，當地市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
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
區。」文章指出，十九大報告強調：「把
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
中。」廣大黨員幹部要自覺向習近平總書
記看齊，深深扎根人民、緊緊依靠人民，
真正帶着感情使出自己的全部氣力來為老
百姓辦事，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

源泉。
文章進一步指出，責任重於泰山，事業

任重道遠。中國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要
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
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
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
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
貢獻。為人民服務，推動黨和人民的事
業，必須保持銳意進取的昂揚鬥志和精神
風貌。從主政福建時強調「愛拚才會
贏」，到引領上海做「創新發展先行

者」，再到十九大報告要求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繼續奮
鬥，習近平總書記始終與時俱進，敢於
擔當，善謀實幹，奮勇向前。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引領承載着中國
人民偉大夢想的航船破浪前進，每一位
黨員幹部都應該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
使命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於變
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勇前
進。

國防部網站顯示，「老虎團」為中
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某摩步

團部隊，其前身是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
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抗戰時期又成
為由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親手打造的新
四軍主力團隊，創下了新四軍首戰日
軍、首俘日寇等多項紀錄，被新四軍軍
部授予「戰鬥模範團」榮譽稱號，被蘇
南人民譽為「老虎團」。

一經證實誣衊勢依法追責
馮俊峰表示，虐童事件一經爆出，

就引起了「老虎團」極大關注。尤其

是對其中涉及部隊的傳言，更是高度
重視。他指出，孩子是祖國的花朵，
是國家的未來，絕對不允許受到任何
不法傷害。我們軍人也是孩子的父
母，也和所有的父母一樣期望事情真
相盡快水落石出。 馮俊峰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涉事幼兒園園長係該團退役
人員家屬，但目前該幹部已轉業到地
方工作。馮俊峰強調，部隊內部已經
展開調查。他透露，從目前調查情況
看，部隊和此次事件沒什麼關係。因
此，如果最後證實，網上有關部隊的
傳言是造謠污衊，我們也將採取法律

措施，依法追究惡意造謠傳謠者的法
律責任。同時，他表示，下一步，我
們還將繼續進行調查。

國務院開展幼園專項督查
針對近期多地發生幼兒在幼兒園受

到侵害事件，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
辦公室昨日發出緊急通知，部署立即
在全國開展幼兒園規範辦園行為專項
督導檢查，要求有效減少類似事件發
生，確保廣大幼兒的身心健康。
「近期多地發生幼兒在幼兒園受到

侵害事件，影響惡劣，給受害幼兒及

家庭造成重大傷害，後果十分嚴
重。」通知指出，「這些事件的發
生，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幼兒園仍然存
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實，執行不到
位的現象。」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有關要求，

立即組織開展幼兒園辦園行為專項督
導檢查，重點檢查師德師風建設情
況，及時發現問題，進行整改。對幼
兒園傷害幼兒等惡性事件，堅決發現
一宗，查處一宗，堅決防止幼兒園傷
害幼兒事件的發生，切實保障幼兒安
全健康。

涉事幼兒園：
已配合警方調查

■■2323日日，，家長圍在涉事幼兒園門前等待園方回應家長圍在涉事幼兒園門前等待園方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攝攝

■涉事幼兒園大門緊閉。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昨日披露的《鐵路「十三
五」發展規劃》介紹了中國鐵路的發
展目標。到2020年，中國高速鐵路營
業里程將達到3萬公里，高速鐵路網
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

完善幹線路網
據中新社報道，在路網建設方面，

規劃指出，到2020年，中國鐵路營業
里程達到1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
萬公里，複線率和電氣化率分別達到
60%和 70%左右。在建成「四縱四
橫」主骨架的基礎上，高速鐵路建設

有序推進，基本形成高速鐵路網絡。
幹線路網優化完善。東部路網持

續優化完善，中西部路網規模繼續
擴大，西部與東中部聯繫通道進一
步拓展，區域內部聯繫更加緊密，
中西部路網規模達到9萬公里左右。
對外通道建設有序推進，與周邊國
家鐵路互聯互通取得積極進展。同
時，建成一批設施設備配套完善、
現代高效的綜合交通樞紐，建設支
線鐵路約3,000公里，基本實現客運
「零距離」換乘和貨運「無縫化」
銜接。
在運輸服務方面，規劃提出三方面

要求。全國鐵路網基本覆蓋城區常住
人口20萬以上城市，高速鐵路網覆蓋
80%以上的大城市。動車組列車承擔
旅客運量比重達到65%。實現北京至
大部分省會城市之間2-8小時通達，
相鄰大中城市1-4小時快速聯繫，主
要城市群內0.5-2小時便捷通勤。貨
運能力基本滿足跨區域能源、資源等
物資運輸需要，「門到門」、快速送
達的全程物流服務體系初步形成。
此外，規劃還提出集監測、監控和
管理於一體的安全監管信息系統基本
建立，實現安全生產動態信息的實時
監測監控。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涉事的
北京紅黃藍幼兒園昨日回應「虐童」事件，稱已配合
警方調查，園內3名涉事人員已暫時停職，而對於個
別涉嫌誣告的行為，已向公安機構報案。
園方在聲明中表示，公司對此事高度重視，在結論

未明之前，會疏導孩子和家長的情緒，盡量將此事件
對孩子們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園方承諾，如有任
何人員違反教師師德、違法犯罪，堅決奉行零容忍原
則，絕不推脫應承擔的責任。

京教委積極展開排查
目前北京市已在各區全面開展幼兒園安全隱患大排

查工作，堅決防止傷害兒童事件的發生。
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網傳有家長反映

個別幼兒園內幼兒受到侵害的情況，市教委高度重
視，要求區、園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做好相關事件的調
查和依法依規處理。同時要切實採取有效措施，堅決
防止傷害兒童事件的發生。
北京市教委同時要求，各園所進一步做好教育教

學、安全管理和師德師風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吉
布提當地時間11月23日，中國人民
解放軍駐吉布提保障基地組織官兵
赴吉布提蓋伊德國家靶場組織火炮
實彈射擊訓練，檢驗裝備各項戰術
性能，提高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
當地時間上午8時30分，隨着兩發信
號彈升空，火炮射擊訓練正式開始。
荒漠深處，炮聲隆隆。只見數輛
輪式突擊車和步戰車一字排開，隨
着指揮員一聲令下，數十發炮彈精
準命中靶標。隨後，各型戰車又輪
番展開運動中射擊訓練。
這次訓練按照「全系統運用、全
要素融合」的要求進行，參訓官兵
克服天氣炎熱、風沙大、紫外線強
等惡劣環境，圍繞射擊課目、射擊
流程、通信設備操作使用等內容，
組織了全流程實兵實彈演練。

基地司令員梁陽說，組織多口徑
火炮協同實彈射擊訓練，重在檢驗
部隊前期「教學法集訓月」的成
果。通過訓練，強化了人裝結合與
當地氣候環境的適應性，檢驗了裝
備的性能和官兵的實戰能力，提升
了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能力和信
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3日11
時32分，國產大飛機C919大型客機型號
合格審定試飛在西安閻良正式鳴槍。
當日，C919大型客機10101架機在中

國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副主任趙鵬領銜機
長，副駕駛趙明禹、觀察員郭勇冠的操控
下騰空而起。經過2小時17分鐘的空中飛
行，13時49分，10101架機平穩落地。機
長趙鵬報告，C919大型客機10101架機
轉場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後首次試飛順利，
飛機狀態良好，機組按任務要求完成所有
科目，一切順利。
C919 大型客機 10101 架機自 2016 年

12月28日開始滑行預試，至今年11月
10日轉場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共完成
試飛 6架次，滑行 27架次，主要檢查
了飛機起落架、煞車、發動機等系統
的工作情況。而此次在航空工業試飛
中心的首飛，主要目的是使試飛員初
步了解飛機的飛行特性、檢查發動機
和系統的工作特性，進行閻良機場的
適應性飛行，為後續大量試飛工作掃
清障礙、鋪平道路。
據介紹，中國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將通

過C919大型客機試飛，進一步在大型飛
機合格審定試飛總體技術、氣動力飛行
測量技術等11個關鍵技術領域展開深入
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鯤武漢報道）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昨日向媒體
發佈，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將於2019
年10月18日至27日在湖北武漢舉行，
同時官方在武漢發佈了該屆軍運會的會
徽、吉祥物以及官方網站。
該屆運動會執委會（軍方）新聞發言

人賈世江大校在發佈會上承諾，將依
託國際認證的北京反興奮劑實驗室，
投入更多經費、組織更強力量、提供
更好保障，周密制定反興奮劑工作方
案，科學設置興奮劑檢測點位，適度
增加檢測樣本數量，加強反興奮劑宣
傳教育，確保辦一屆乾乾淨淨的世界
軍人運動會。

世界軍人運動會
加強興奮劑檢測

解放軍駐吉布提保障基地
組織火炮實彈射擊訓練 國產大飛機C919

審定試飛鳴槍■世華媒體集團
執行董事張聰
（左）向柬埔寨
新聞部代部長翁
巴特那贈送紀念
品。 中通社

■本周三，西成高鐵進入全線拉通試驗階段，進一步完
善高鐵幹線網。 資料圖片

■■輪式裝甲突擊車實射穿輪式裝甲突擊車實射穿
甲彈甲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