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廣電：開放包容合作 天涯猶若比鄰

D&G創始人道歉
內地買家冷對

駐巴領館遭襲 中方強烈譴責
2巴方警衛遇難 3恐怖分子被擊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23日中午12點左右，

3名非法武裝分子試圖闖入中國駐巴基斯坦卡拉奇總領館，被巴國警方發

現並當場擊斃，2名巴方警衛人員犧牲。中方強烈譴責該起暴力襲擊行

為，要求巴方高度重視這一事件並予以徹查，堅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中方在回應事件是否會影響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時表示，建設中巴經濟

走廊是中巴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對促進中巴兩國及本地區發展穩

定、和平繁榮具有重要意義，得到兩國民眾廣泛支持，正在有序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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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20省現豬瘟 河南：供港生豬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昨
日，意大利時裝品牌Dolce&Gabbana（D&G）
官方微博發佈創始人道歉視頻。視頻中，兩人表
示對自己的言行給中國人民和國家帶來的一切感
到十分悲傷，希望得到原諒，視頻結尾並用中文
說出「對不起」。不過，「黑色星期五」之際，
國內消費者仍然冷對D&G，整體購買慾低落。

「熱愛中國 尊重文化 永不再犯」
視頻顯示，D&G創始人多梅尼科·多爾切

（Domenico Dolce）和史蒂法諾·加巴納（Stefa-
no Gabbana）聲明在過去的幾天已經進行了認
真的反省，對此前的言論表示歉意。他們表示對
中國的熱愛一如既往，對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必須
報以尊敬，並保證已經吸取教訓，不會再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戚紅麗
河南報道）自8月初內地首次發現非洲豬
瘟以來，截至11月22日，共有20個省份
的47個市（區、盟）發生了73起家豬疫
情、1起野豬疫情，累計撲殺生豬60萬
頭。曾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的河南省目前
已經暫停一切生豬出省，包括供港生豬
業務亦暫停。而目前河南省的生豬價格
已經跌破13元（人民幣，下同）每公
斤，降至10元每公斤左右。
據新華社報道，在農業農村部昨日舉
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農業農村部畜牧獸
醫局副局長馮忠武說，8月初內地首起非
洲豬瘟疫情發生後，農業農村部嚴格落
實疫情排查、疫情撲滅、禁止使用餐廚
剩餘物飼餵生豬、限制疫區生豬及其產
品調運、加強運豬車輛監管等重點措
施，果斷處置疫情，嚴防疫情擴散蔓
延。截至目前，由餐廚剩餘物餵豬引發
的疫情由50%下降到34.3%，由生豬調運
引發的疫情由35.3%下降到19.4%。

官方：當前疫情嚴峻
當前內地非洲豬瘟疫情防控形勢仍然
嚴峻。境外非洲豬瘟疫情頻發，中國與
疫區國家人員交往頻繁、貨物貿易量
大，加上非洲豬瘟潛伏期長、隱蔽性

強，再次傳入風險很高。內地有2,600萬
小散養殖戶，生物安全防護水平低；生
豬生產和消費區域不均衡，長途調運生
豬及其產品的情況長期存在，增加了疫
病防控難度。
據介紹，目前農業農村部將嚴查生豬
違規交易和違規跨省外調，督促地方明
確餐廚剩餘物管理部門和責任，實施全
鏈條管理，落實禁止使用餐廚剩餘物飼
餵生豬的要求，確保各項防控措施落
地。

河南生豬不准出省
河南省信陽市一位豬肉批發負責人表

示，受非洲豬瘟影響，目前各省之間生
豬不得相互流通、調運，而省內的生豬
運輸也被嚴格控制。「從信陽拉到鄭州
的生豬必須經過重重檢驗之後才能運
送，運送到鄭州之後必須在指定的大型
屠宰場統一宰殺之後才能進入農貿市
場。」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從事豬肉

批發行業這麼多年來，今年以來對生豬
的檢驗與控制是「最嚴格」的。他說，
以往個人私家車或者小車運個幾十斤的
豬肉都沒問題，現在超過八十斤以上都
必須上報而且要接受檢查。

而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鄭州市當地一家
農貿市場看到，每個生豬肉攤前都貼着
一張《非洲豬瘟疫情防控責任義務告知
書》，攤主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進入
農貿市場的生豬肉可以放心購買，「是
可以追溯到生豬從養殖到屠宰到運輸等
每個環節的。」

生豬價跌至10元/kg
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黃泛區鑫欣

牧業了解到，河南生豬已被禁止出省，
該企業每天往香港發200頭生豬的銷路也

暫時中斷。「但是，這對於香港豬肉價
格的影響尚無法預估。」鑫欣牧業總經
理張新宇也表示，河南省內豬肉價格平
穩，現在生豬價格處在10元/kg的低谷，
豬肉價格23元至25元/kg，他預計春節
前後豬肉價格會有小幅上漲。同時，香
港文匯報記者從輸港豬肉企業眾品食業
了解到，該企業供港豬肉不受影響，月
銷售額保持在120萬至150萬美元。眾品
相關負責人還表示，冷凍豬肉供港並沒
有受到「生豬禁止出省」禁令的影響，
因此一切供應照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戚紅麗 河南報
道）內地最大的農牧企業新希望集團提出調低
2019年生豬出欄數，預計350萬頭，與年初的出
欄700至800萬頭有較大差距。其原因之一便是
考慮到豬價處於低谷，加上當前非洲豬瘟蔓延，
生豬跨省調運受到限制，公司削減了外購仔豬用
來放養的發展計劃。

業界：大養殖場最蝕本
鑫欣牧業總經理張新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今年豬肉養殖戶最賠，尤其是大型養殖場，很多
養殖戶提前出欄或者乾脆轉行不幹，生豬的存欄
量和出欄量都出現了下降。

官方料肉價僅微漲
據了解，鑫欣牧業暫時沒有減少養殖的想法。

「首先供港豬肉所佔比重較小，另外，價格較低
時，一些小的養殖戶會轉行，豬肉價格在接下來
有可能會略微上漲，因此持續養殖會迎來轉
機。」
而來自河南洛陽市商務局的預測則顯示，非洲
豬瘟疫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消費端造成了影
響，但因為省內處理措施得力，對消費者的影響
有限，春節的到來和傳統的飲食習慣將再次提振
市場的消費熱情。因此，豬肉價格在接下來會略
微上漲。

大型養殖企業：
明年減供生豬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
「國際銳評」指出，剛剛結束亞太之行
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下周二（27
日）啟程，對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馬
和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阿根
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
團領導人峰會。
央廣電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出，

2018年是一戰結束100周年，也是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也是逆全
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嚴重衝擊國
際秩序的一年。在這個百年未遇大變局
的時代，各國都需要靜下心來，回望歷

史，總結教訓，開展良性互動，並為創
造更美好的未來注入更多確定性、穩定
性和正能量。中國最高領導人緊湊密集
的外交出訪安排，反映出中國作為最大
發展中國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面對
紛繁複雜的外部環境，積極為全球治理
改革貢獻「開放合作 共同發展」中國方
案的堅定信心與不懈努力。文章指出，
2018年，世界很不平靜。在人們即將邁
向2019年時，各國更需要以開放包容心
態，共謀合作，共繪發展藍圖。十年
前，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際，二十國
集團召開了首次領導人峰會，商討對

策。當前，全球經濟再次面臨發展前景
不確定的考驗。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星
期四（22日）發佈研究報告預測，明年
世界經濟增長率將從今年的3.1%放緩至
2.8%。作為GDP、國際貿易分別佔全球
總量85%、75%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此
時更需要排除噪音干擾，增強「同在一
條船上」的意識，堅定多邊主義信心，
深化開放合作，為實現共同發展凝聚共
識。
文章強調，在阿根廷訪問期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有望
舉行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的首次會

晤。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兩國元首對雙邊關係的戰略引領作用至
關重要。兩國元首會晤時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為全球高度關注。自建交以
來，中美歷經40年風雨，從來都不是
「零和博弈」，和則雙贏，鬥則雙輸，
從未改變。這一次，也不會有例外。
文章最後指出，當二十國集團領導人

峰會舉行時，北半球已迎接寒冷的初
冬，但地處南半球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卻
正擁抱初夏暖暖的清風。大自然用如此
精細的安排告訴人們，轉機總是無處不
在。

據中國外交部發佈的消息，北京時間23
日中午12點左右，3名非法武裝分子

試圖闖入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被巴方警察
發現。雙方發生交火，3名武裝分子被全部
擊斃。巴方2名警衛人員在交火時不幸犧
牲。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所有館員和家屬均
安全。

領館外交火 當地華人安全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武裝分子沒有進
入到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館內，有關交火發
生在館外。事件發生後，巴基斯坦外交部發
言人費薩爾亦隨即在推特上發佈消息譴責襲
擊事件。
據報道，費薩爾寫道：「我們譴責針對中
國駐卡拉奇領事館的襲擊。安全部隊已介
入。3名恐怖分子被擊斃。所有中國人安
全。#巴基斯坦中國友誼萬歲#」
當天下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

同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緊急通電話。

兩國共表態 中巴友誼堅定
庫雷希通報了昨天剛剛發生的中國駐卡

拉奇總領館遭襲擊事件以及巴方初步調查
情況。表示，巴政府和社會各界嚴厲譴責
恐怖分子的暴力襲擊，巴政府和人民堅決
同中國朋友站在一起。巴方將進行徹底調
查，保證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盡最大努
力消除恐怖勢力。巴中友誼獨特而珍貴，
巴方將像保護自己公民一樣保護在巴基斯
坦的中國朋友的安全。
王毅說，庫雷希上述緊急通報體現了兩

國牢不可破的友誼和互信。中方對中國駐
卡拉奇總領館遭到武裝襲擊表示震驚，強烈
譴責這一針對外交機構的暴行。巴警方採取
迅速、果斷行動，保護了總領館人員安全，
中方對此表示感謝，對巴方警衛人員殉職表
示沉痛哀悼。

王毅要求巴方高度重視這一事件並予以徹
查，堅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王毅強
調，任何企圖破壞中巴友誼的行徑都不會得
逞，巴方也一定有能力保持國內的安全穩
定。
外電報道稱，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軍」

組織宣稱對此次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遇襲事
件負責。該組織還策動了今年8月一起針對
中資企業的汽車炸彈襲擊，導致3名中國人
受傷。不過，中國外交部沒有證實這個消
息，耿爽表示，目前巴方正在就事件進行調
查。

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發佈消息，提醒中國
在巴機構和人員強化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和
底線思維，加強安全防範，保證駐地安全措
施到位，減少不必要外出，確需外出時務必
配備足夠的安保力量。如遇緊急情況，請及
時報警並聯繫中國駐巴使領館尋求幫助。

■■巴方表示巴方表示，，政府和人民堅決同政府和人民堅決同
中國朋友站在一起中國朋友站在一起。。圖為巴基斯圖為巴基斯
坦保安部隊在襲擊後迅速趕到現坦保安部隊在襲擊後迅速趕到現
場場，，控制場面控制場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遼寧
省葫蘆島市建昌縣相關部門昨日消息，
22日發生的轎車逆向衝撞多名學生案
件，犯罪嫌疑人係因夫妻矛盾輕生厭
世、隨機作案，目前已被刑拘。

慘釀19傷 1人未脫險
22日12時15分，建昌縣紅旗街路段第

二小學門前，一名男子駕車逆向行駛，

衝撞過路多名學生後駕車逃逸。截至目
前，已造成5名未成年人死亡、19人受
傷，其中重傷3人。
事件發生後，建昌縣委、縣政府立即

組成「11·22」重大案件醫療搶救領導小
組和6個專項小組，對死亡和受傷人員家
屬進行安撫和慰問。據了解，22日15時
32分，葫蘆島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緊急抽調葫蘆島市中心醫院腦外、胸

外、骨科、ICU等4名專家抵達建昌縣開
展會診，並將2名重傷患者轉往錦州醫科
大學附屬笫一醫院進行治療。
截至22日22時45分，除1名重傷人員還
未脫離危險外，其他受傷人員傷情穩定。

隨機作案 證無酒毒駕
據悉，案件發生後，當地公安機關採

取跟蹤、封路強行堵控等措施，在司機

逃逸半小時左右將其抓獲。
據建昌縣公安局政委徐德錄介紹，經公

安機關初步查明，此案犯罪嫌疑人韓某
華，男，29歲，建昌縣人，無業。該人性
格內向偏執，心胸狹窄，近期因夫妻矛
盾，輕生厭世，產生極端思想，採取駕車
衝撞方式，隨機選擇作案目標，導致案件
發生。通過對犯罪嫌疑人酒精和毒品檢
測，公安機關已鑒定排除醉駕、毒駕。目
前，犯罪嫌疑人韓某華因涉嫌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遼漢撞死5童案 係因夫妻矛盾厭世

■■河南鄭州河南鄭州，，內地知名肉食內地知名肉食
生產商雙匯公司工作人員在生產商雙匯公司工作人員在
消毒車輛消毒車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D&G兩位創始人用中文致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