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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世界盃圓滿落幕，法國在決賽擊敗克羅地
亞奪冠，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周一表示，法國隊成
員大多由非洲移民或其後代組成，指非洲才是世界盃
真正贏家，並期望法國以至歐洲藉今次世界盃勝利為
契機，停止對非裔及拉丁美洲裔人士的歧視。

在法國隊23人大軍中，16人均擁有非洲血統，包
括在決賽的兩名入球功臣保羅普巴和基利安麥巴
比，保羅普巴的父母為幾內亞人，基利安麥巴比的
父母則分別來自喀麥隆和阿爾及利亞。

■法新社

美國天文學家前日公佈，經過超過一年的觀測，
發現12顆新的木星衛星，令至今已知的木衛總數增
至79顆，是太陽系行星中最多。新發現的衛星中，
最特別是一顆名為Valetudo的小衛星，它直徑僅1
公里，與木星其他衛星的移動方向相反，繞木星逆
行旋轉，可能出現與其他衛星碰撞的風險。
史丹福大學卡內基科學研究所的天文學家謝珀爾

德說，自去年3月起透過美洲國家天文觀測站智利
分站的布朗科天文望遠鏡進行觀測，新發現12顆木
星衛星，這些衛星直徑介乎1.6至3.2公里，與木衛
一及木衛二等大型衛星不同，尺寸非常小，不易觀

測，天文學家已排除屬小行星或彗星，並記錄它們
的確切軌道，提交給國際天文學聯合會。
謝珀爾德指出，Valetudo是至今發現最小的木

衛，它的運行方向與木星自轉方向相同，距離木星
軌道較其他衛星大，公轉一周需時一年半，由於它
繞木星逆行旋轉，引起天文學家關注。
謝珀爾德分析稱，逆行衛星或是木星存在許多衛

星的成因，「也許在很久以前，存在着數目更少、尺
寸更大的衛星圍繞木星運行，但當它們遭到像Vale-
tudo般逆行衛星撞擊時，大型衛星被擊出碎片散落軌
道上，形成如今木星衛星的外觀」。■路透社/法新社

韓國企業信一集團日前宣佈，在慶尚北道鬱陵島
對開的海底發現一艘古老沉船，目前判定是於113
年前日俄戰爭期間沉沒的俄羅斯巡洋艦「頓斯科伊」
號。有傳該艦載有5,000箱金幣和金條，重達200多
噸，總值150萬億韓圜(約1.03萬億港元)，即使尚未
發現寶物，韓國輿論和網友已為之興奮。

日俄戰爭遭擊沉
「頓斯科伊」號隸屬俄羅斯海軍艦隊，1905年參

與日俄戰爭，其後在鬱陵島附近遭日軍攻擊。為保
軍艦和設計圖紙不落入敵人之手，艦長疏散160多
名船員後，將船沉入海底。
信一集團表示，在距離鬱陵島邑苧洞1.3公里、

水深434米的海域發現沉船，工作人員進行水底調
查時，在船身拍到「Donskoi」(頓斯科伊)字樣，還
發現203毫米大炮、152毫米遠程炮、機關槍、桅
杆、木製瞭望台及裝甲船舷等。曾遭受炮擊的艦尾
損毀嚴重，木製甲板則保存完好。

關於艦上是否藏有寶物，信一集團宣傳組長朴成
鎮表示，雖然在艦上發現像寶物箱的物體，但尚未
打開，將在各項程序結束後才會打開。若想挖掘船
上寶物，需要取得埋藏挖掘許可、擁有權登記和展
開打撈程序等，稍後會作出公佈。
發現「藏寶船」消息令網民議論紛紛，有人稱「已聞

到金錢的味道，應出手買入該集團的股票」。也有網
友指出，「如果真的有哪麼多黃金，政府肯定要你上
繳國家」。 ■韓國《中央日報》/《韓國時報》

韓現沉沒113年俄艦
或藏萬億黃金

新發現12木衛 其一逆行恐「撞星」

「非洲真正世盃贏家」委總統促歐停歧視

天氣網站WeatherBell指，受高氣
壓影響，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天

氣較正常上升攝氏7度，即使在北部
地區，氣溫亦達攝氏32度。法國氣象
專家卡皮基安表示，前日芬蘭全國均
錄得最少攝氏30度，瑞典亦罕有發佈
炎熱天氣警告。網站預測北極圈高氣
壓未來數日將緩慢向東移動。

山火重災 瑞典求助
熱浪侵襲引發歐洲廣泛地區連場
山火，其中瑞典屬重災區，全國發
生逾60場山火，位處北極圈的挪

威、芬蘭及俄羅斯亦遭肆虐，至少
出現11宗山火。瑞典下令4個地區
的居民緊急疏散，由於火勢難以控
制，瑞典政府要求其他歐盟國家伸
出援手，挪威和意大利已派出滅火
機協助。

日近萬人中暑12死
日本各地近日均受熱浪侵襲，岐

阜縣多治市昨日錄得攝氏40度，為
全國今年最高溫，亦是日本時隔5年
後再次錄得40度高溫。總務省消防
廳指出，在9日至15日期間，全國

9,956人中暑不適送院，西日本11個
府縣共有12人死亡，前日救護隊出
動近2,900次，為1936年有記錄以來
最高。截至昨日中午，日本927個觀
測點中，近2/3錄得攝氏30度以上
高溫，當中107個更錄得攝氏35度
以上。
韓國氣象廳發佈消息，濟州島金

寧前日氣溫達攝氏37.4度，是全國
最高，大邱和首爾分別錄得36.6度
及34度，在12日至15日的4天內，
共有285人中暑，當中兩人不治。

■《衛報》/《華盛頓郵報》/共同社

全球暖化全球暖化「「變天變天」」
北半球成蒸籠北半球成蒸籠

北半球近期出現「熱穹頂」(heat

dome)現象，北半球多處大氣中高層

受高氣壓籠罩，引發「蒸籠」天氣，

歐洲、美國、中國、日本

和韓國等地連日天氣酷熱，

多人中暑死亡。有專家認為，「熱穹

頂」現象可能是因全球暖化，導致氣

候循環系統出現異常。

日韓熱死人 北極圈連環山火

■■船身印有船身印有「「DonskoiDonskoi」」((頓頓
斯科伊斯科伊))字樣字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少日本少
女在烈日女在烈日
下舉傘擋下舉傘擋
太陽太陽。。

路透社路透社
■瑞典全國發生逾60場山火。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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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記

者從山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獲悉，

《山東省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

（2018-2025年）》日前出台。據此

規劃，到2022年，該省汽車整車生產

規模達到270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

50萬輛），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並形成濟南、青

島、煙台、濰坊4個千億級整車生產

基地。

魯拓4千億級汽車生產基地

新疆「綠票再貼現」
完成首筆交易

根據《規劃》，將壯大發展濟南、青
島、煙台、濰坊4個千億級整車生

產基地。其中，濟南基地以新型高性能
重型載貨汽車、中高檔乘用車、新能源
客車為重點，打造明水經濟技術開發區
重型汽車產業園和新能源汽車產業園；
建設「中國重汽小鎮」，發展高端智能
化載貨汽車；建設山東氫能動力汽車創

新中心，加快推進燃料電池產業發展。

2025年收入料達1.2萬億
青島基地則以高端乘用車、新能源乘

用車和專用車為重點，推進黃島汽車及
零部件產業集聚區、城陽特種車及汽車
零部件產業聚集區等四個汽車產業集聚
區以及高新區、膠州、平度三個新能源

專用車製造基地建設。
此外，山東還將打造聊城、濟寧、日
照3個500億元級汽車產業基地，淄博、
臨沂、威海、濱州4個百億元級汽車產業
基地。到2025年，全省汽車整車生產規
模達到300萬輛，新能源汽車生產規模達
70萬輛，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萬億元。
為加快汽車產業發展，山東將加大

「引進來」力度和「走出去」步伐。

加快引入研發企業進駐
加快引進填補山東汽車產業鏈空白、

為整車企業配套的核心零部件製造和關
鍵技術研發企業入駐。鼓勵利用外資及
引進相關技術和高端人才，加強與國外
企業的戰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長
沙報道）中聯重科(1157.HK) 17
日晚公告稱，公司與盈峰環境科
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000967.
SZ）當日簽訂《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協議》及《盈利補償協
議》，盈峰環境將發行股份購買
中聯重科所持長沙中聯重科環境
產業有限公司20%股權。

將持有盈峰環境12%
據了解， 2017年 5月21日，

中聯重科宣佈以116億元向盈峰
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四家投
資企業，出讓其全資子公司長沙
中聯重科環境產業有限公司80%
的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中聯
重科不再直接持有長沙中聯重科
環境產業有限公司股權，轉而持
有盈峰環境12.62%股權。

買家購餘下20%股權
《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顯

示，本次交易對價為30.5億元，
盈峰環境將向中聯重科發行
3.99214659億股股份作為支付對
價，購買中聯重科所持有的環境
產業公司20%股權。
公告稱，公司持有盈峰環境的

股權後，將繼續受益於環境產業
公司未來的發展及盈峰環境原有
業務發展帶來的股權增值，同時
也大大增加了此部分股份的流動
性，有助於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
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
麗、楊奕霞 濟南報道）山東省
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
與西王集團董事長王勇7月18
日共同為西王財務公司進駐濟
南揭牌。這是西王集團實施
「走出去」戰略，面向國內國
際進行戰略佈局的又一舉措。
西王財務公司於2015年 12月
16日掛牌成立，2017年獲最高
等級A級評價。

貿易戰未影響集團業務
記者了解到，中美貿易摩擦
目前對西王集團尚無直接實質
影響。西王集團為全國最大的
玉米精深加工基地、玉米油生
產基地，年加工玉米 300 萬
噸。前兩次中美貿易摩擦發生
時，油價均所有調高，但很快

恢復正常。如今中美貿易戰再
起，如果越演越烈必將對大宗
油脂價格造成影響，西王集團
也將根據市場供需情況，對糧
油價格做出適當調整、提升。
從長遠來看，由於貿易戰的

升級，進口大豆、玉米價格上
漲，或者進口量減少，西王集
團的玉米飼料、蛋白粉將成為
下游客戶替代大豆製品的替代
品，這對企業來說可能還是個
利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新
疆貨幣政策工具支持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
日前取得新的突破：首筆綠色票據再貼現業
務，正式在克拉瑪依市落地。
西北五省區首家綠色支行——昆侖銀行鐘樓

支行在克拉瑪依市成功掛牌後，人民銀行烏魯
木齊中心支行指導克拉瑪依市中心支行建立再
貼現管理制度，並多次開展相關業務培訓，最
終向其授權再貼現業務權限並下達限額3億元
人民幣，用於支持克拉瑪依市綠色金融改革創
新試驗區金融機構開展綠色票據貼現。
綠色票據資金主要投向克拉瑪依市石油石化

傳統產業綠色化升級、落地原油等污染物無害
化處理等改造項目。

西王財務公司進駐濟南 陝西上半年出口增速冠全國

■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左）與西王集團董事長
王勇（右）為西王財務入駐濟南揭牌。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中國重汽 I代智
能安全重卡批量交
付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攝

電商扶貧 助農民建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記者從西安海關獲悉，
隨着上半年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際市場需求總體上升，陝西對外
貿易也迎來重大發展機遇。據統計，2018年上半年陝西出口額大幅
增長，突破千億元(人民幣，下同)，達到1,061.3億元，同比增長
55.4%，增速位居全國第一。其中，香港為同期陝西最大出口市
場，台灣則為陝西最大進口來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精準扶貧是國家近年的重要政
策，受益於電商有銷售網絡和平台資源，電商扶貧更容易直接見
效。近日，生鮮電商本來生活發佈了最新的精準扶貧計劃──「百
縣百品-農產品品牌賦能計劃」，為農產品提供由「田間到餐桌」
全產業鏈參與的生態閉環解決方案，幫助農民賣農特產品，打造貧
困地區扶貧品牌，今年總體銷售額有望突破5億元人民幣。有專家
表示，電商扶貧是數字化扶貧的新模式，國內食品類電商相繼響應
國家號召參與農村扶貧，對扶貧事業是極大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