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據「「西昌發佈西昌發佈」」

微信公號消息微信公號消息，，今日凌晨今日凌晨22時時1414

分至分至22時時3636分分，，中國將在西昌衛中國將在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利用星發射中心利用「「長征三號長征三號」」乙乙

改進型運載火箭發射改進型運載火箭發射「「嫦娥四嫦娥四

號號」」的着陸器和巡視器的着陸器和巡視器（（月球月球

車車），），搭載荷蘭搭載荷蘭、、德國德國、、瑞典瑞典、、

沙特阿拉伯等國的科學載荷沙特阿拉伯等國的科學載荷，，對對

月球背面南極艾特肯盆地開展着月球背面南極艾特肯盆地開展着

陸巡視探測陸巡視探測，，實現人類首次月球實現人類首次月球

背面軟着陸和巡視勘察背面軟着陸和巡視勘察。。

此外此外，，執行執行「「嫦娥四號嫦娥四號」」探測探測

器發射海上測量任務的器發射海上測量任務的「「遠望三遠望三

號號」、「」、「遠望七號遠望七號」」航天遠洋測航天遠洋測

量船也量船也將在海上展將在海上展

開一場接力賽開一場接力賽，，

他們將聯袂完成他們將聯袂完成

關鍵節點的海上關鍵節點的海上

測控任測控任務務。。

習近平晤李勇浩 盼半島和談取得積極進展

美加均未提供違法證據 促立即釋放被扣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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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勞動黨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相李勇浩。習近平請李
勇浩轉達對金正恩委員長的誠摯問候。習近
平指出，今年金正恩委員長三次訪問中國，
我同他就深化中朝友好合作、促進地區和平
穩定發展等重大問題全面深入交換意見，很
高興看到雙方達成的各項重要共識得到有效
落實。
習近平強調，明年我們將迎來中朝建交70

周年。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關係，這
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當前中朝關係已經
開啟了新的篇章。雙方要以明年辦好中朝建
交70周年紀念活動為契機，推動雙邊關係長
期健康穩定發展。中方支持朝鮮人民在金正
恩委員長領導下，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
道路。祝願朝鮮的各項事業越辦越好。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朝鮮半島形勢發

生積極變化，半島問題重回政治解決的正確
軌道。希望朝美雙方相向而行，照顧彼此合
理關切，使半島和談進程不斷取得積極進
展。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北南雙方改善關
係，推進和解合作。兩國外交部門要繼續加
強溝通，為發展中朝關係、推進半島問題政
治解決進程共同作出努力。

朝方：續致力實現半島無核化
李勇浩首先轉達金正恩委員長對習近平的

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李勇浩表示，金正恩
委員長今年三次訪華，同習近平總書記深入
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為在新時期把
兩國傳統友好關係提升到新水平指明了方
向。朝方願同中方一道，舉辦好明年朝中建
交70周年慶祝活動，鞏固傳統友誼，加強雙
邊合作。朝方繼續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
願就半島及本地區和平穩定同中方保持密切

溝通協調。
另據外交部網站消息，昨日，國務委員兼
外交部長王毅和李勇浩舉行了會談。王毅表
示，歡迎李勇浩外相訪華，這是我們今年第
五次會晤。即將過去的2018年是中朝關係不
平凡的一年。當前朝鮮半島總體延續緩和勢
頭。中朝雙方要繼續推動半島形勢沿着無核
化大方向積極發展。中方希望朝美雙方保持
對話，平衡解決彼此關切，實現朝美聯合聲
明確定的目標。中方也支持北南雙方加強交
流互動，推進和解合作。
李勇浩表示，今年的朝中關係迎來新的發

展局面。金正恩委員長三次訪華，並同習近
平總書記就發展好兩黨、兩國關係達成高度
一致。朝方高度評價中方根據半島形勢變化
為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決作出的積極努力，
願繼續與中方保持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好半
島及本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回
答孟晚舟被扣留有關

問題時，耿爽表示，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孟
晚舟是中國公民。

他重申，中方在得知相關情況後，第
一時間向當事人提供了領事協助，並向
加方和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表明中方的
嚴正立場，要求對方立即對扣留理由作
出澄清，立即釋放被扣留人員，切實保
障當事人的合法、正當權益。
耿爽表示，迄今為止，不論加方還是

美方，都未向中方提供任何當事人違反
兩國法律的證據。
有記者提問，一些在華美國企業高管
擔心自己會成為中方「報復對象」，他們
是否有必要擔心？耿爽回應，中方一向依
法保護外國公民在華合法權益。當然，他
們在華期間也應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

華為致函供應商：合作關係不變
6日晚間，華為發佈了一封致全球供

應商夥伴的信，信中指出，最近一段時
期美國對華為有很多指控。華為多次進
行了澄清，公司在全球開展業務嚴格遵
守所適用的法律法規。
在信中華為表示，美國政府通過各種

手段對一家商業公司施壓，是背離自由
經濟和公平競爭精神的做法。但是，華
為不會因為美國政府的無理，而改變我
們與全球供應鏈夥伴的合作關係。
信中也披露，過去30年，華為與全

球範圍13,000多家企業進行了互利、互
信、互助的廣泛合作。

華為董事長梁華暫代職CFO
昨日《北京青年報》新聞客戶端的消

息指出，華為董事會日前內部通報，經
公司常務董事會討論，決定由梁華暫時
代行集團CFO的職責。官網資料顯
示，梁華1995年加入華為，歷任公司
供應鏈總裁、公司CFO、流程與 IT管
理部總裁、全球技術服務部總裁、首席
供應官、審計委員會主任、監事會主席

等職務。現任公司董事長。
華為公司總部位於廣東省深圳市。

6日晚間，深圳市政府就華為首席財
務官被扣留一事發表聲明，強烈要求
加拿大方面立即澄清事實，解除無理

扣留，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正當
權益，立即釋放被扣留人員。深圳市
政府表示，將繼續關注事態進展，協
助華為等在深企業維護在境內外正當
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外界有關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

（CFO）孟晚舟國籍身份的疑問，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法》，孟晚舟是中國公民。他重申，中方在得知

相關情況後，第一時間向加方和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立

即釋放被扣留人員。迄今為止，不論加方還是美方，都

未向中方提供任何當事人違反兩國法律的證據。 華為前

日晚間寫給其全球供應商的公開信中則表示，美國政

府通過各種手段對一家商業公司施壓，是背離自由

經濟和公平競爭精神的做法，但華為不會因為

美國政府的無理，而改變與全球供應鏈

夥伴的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
兩位美國官員當地時間12月6日表
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逮捕中國電
信設備巨頭華為一位高管的計劃並
不知情。
白宮一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特朗

普在與習近平會晤之前，不知道美國
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另
一位美國官員對路透表示，雖然這是
司法部的事，而且也不是白宮事先策
劃的，但此案可能發出信號，顯示華
盛頓對其認定的中國違反國際貿易準
則的行為是動真格的。
這名未具名官員承認，拘捕孟晚舟

可能加大中美達成廣泛貿易協議的難
度，但並不一定會破壞這一進程。
而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

的一名記者當日則稱，特朗普的國家
安全顧問博頓在接受該電台採訪時表
示，他事先知道中國科技巨擘華為的
一名高管被捕的消息。
博頓表示，他不知道總統是否事先

知道孟晚舟周六在加拿大被捕的事，
當天兩國元首在阿根廷會晤，雙方達
成了為期 90天的貿易停火協議，
NPR記者Steve Inskeep在推特中寫
道。
「我事先就知道了。我們是從司法

部得到的消息。」這則推文援引博頓
的話說。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試圖撇清他與此

案的關係。「有關機構在沒有任何政
治介入或干涉的情況下作出了這一決
定……我們提前幾天被告知此事正在
進行當中。」杜魯多在蒙特利爾對記
者表示，加拿大政府未參與華為高管
在溫哥華機場被拘留一事。
杜魯多說，渥太華在事件發生前幾

天得到通知，知道將要扣留孟晚舟，
且美方已要求進行引渡。鑒於孟晚舟
周五將面臨保釋聽證會，他拒絕透露
更多細節。當被問及是否與中方通過
話時，杜魯多表示，他從未與國際同
行就此案進行過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示，華
為和中興公司長期在日本合法經
營。希望日方為中國企業在日運營
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不要做有損雙
方互信與合作的事。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政府計
劃禁止政府採購使用華為和中興的
設備。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說，我們對有關報道表示嚴
重關切。
耿爽說，中國政府一貫鼓勵中國

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在
遵守當地法律的基礎上開展對外投
資合作。中日經貿合作本質是互利
共贏的。華為和中興公司長期在日
本合法經營。希望日方為中國企業
在日運營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不要
做有損雙方互信與合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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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擬禁購華為中興設備
中方：公平競爭勿損互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備受關注的中日
韓自貿區談判正在加速推進。昨日在北京舉行的中
日韓自貿區第十四輪談判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三
方均認為隨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中日韓自貿區談
判提速基礎已經具備。三方將在RCEP已取得的成
果基礎上，探討通過中日韓自貿區進一步提高貿易
投資自由化水平。

就貿易投資展開實質性磋商
中國商務部當天透露，中日韓三方商定將自下一
輪談判起恢復工作組會議，就貨物貿易、服務貿
易、投資等議題展開實質性磋商。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蘇慶
義稱，眼下RCEP談判越來越接近完成，中日韓作
為RCEP成員已經積累了在RCEP框架內談判的經
驗，並且通過談判了解了彼此要價出價情況，這有
助於降低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溝通和博弈成本。
最近半年來，中日韓三方已多次表達加快談判意

願。今年5月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聯合宣
言，重申將進一步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力爭達
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
定。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期間，中國領
導人亦提出要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
對中國而言，中日韓自貿區意義重大。中日韓自

貿區談判是中國正在推動的經濟體量最大、佔中國
外貿比重最高的自貿區談判之一。
中國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接受採訪時稱，中日

韓自貿區若能早日建成，三國經濟走向一體化將給
中國外貿帶來巨大紅利，有效緩解外部環境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造成的衝擊。
但分析人士也提醒說，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雖然已

掛提速擋，但未來並非坦途。
蘇慶義認為，在進入實質性具體議題規則談判

時，中日韓之間仍需花費很多精力進行磋商和讓
步。此外，外部因素也可能給談判帶來干擾。三方
需要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機遇，排除外部干擾，一
致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擬恢復工作組會議 嫦
娥
四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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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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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明中方的嚴正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明中方的嚴正立場，，孟晚舟是中國孟晚舟是中國
公民公民，，須立即釋放被扣留人員須立即釋放被扣留人員。。圖為華為圖為華為CFOCFO孟晚舟孟晚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外交部：孟晚舟是中國公民

■昨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
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外相李勇浩。 新華社

■圖為今年5月，「嫦娥
四號」中繼星「鵲橋」號
在西昌成功發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