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及《新民晚
報》報道，前晚8時許，上海徐匯區裕德路
泰德花苑小區地下車庫內，一輛特斯拉轎車
突然冒出白煙，進而起火燃燒。
特斯拉當晚在官方微博回應稱：「在得知

這宗發生在上海的事故後，昨晚我們第一時
間派出團隊趕往現場。我們正在積極聯絡相
關部門並配合核實情況。根據目前的信息顯
示，沒有人員傷亡。 」並指已與車主取得了
聯絡，並將持續溝通。同時，正積極配合相
關部門調查，並以最大的努力協助處理相關
善後工作。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涉事車主稱，停車

後半小時發生意外，該車位沒有充電樁，車
也沒有在充電。
涉事車的型號為Model S P85，出廠日期為
2014年。車主表示，一個月前駕駛座車把手
曾發生故障無法打開。根據車輛保修三包憑
證顯示，車輛的保修期為4年，8萬公里內。
目前該車輛行駛里程在6萬多公里。

■上海一輛特斯拉轎車前晚突然起火燃燒。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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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海軍
成立70周年紀
念日前，首艘
國產航母全面
完成了甲板新
塗 層 攤 鋪 任
務，昨日正停
泊在大連造船
廠碼頭，以嶄
新面貌迎接海
軍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

中國海軍成立70周年
多國海軍活動期間，中
國海軍昨日發佈最新宣
傳片《中國海軍 和平力

量》，舷號為101的055萬噸大驅首艦
海上航行畫面首次公開，有評論認為
這表明055或已進入海軍現役序列。

據悉，此次多國海軍活動中國海軍
052C、052D、055大驅三型盾艦將悉數
登場，首次亮相的055大驅101艦更是
備受關注。作為新型萬噸級驅逐艦首
艦，055驅逐艦滿載排水量超過1.2萬
噸，裝備112個垂直發射系統，採用綜
合隱身、綜合射頻系統和一體化隱身桅
桿等先進技術，注重防空、反艦、反
潛、對陸攻擊等作戰能力的均衡發展，

整體水平位居世界先進行列。

服役意義超國產航母
相關評論認為，055 型驅逐艦的問

世對於中國海軍來說意
義非凡，「是中國海軍
第一款一服役就在平台
和設計理念上達到世界
先進甚至局部領先的大
型戰艦」，其成軍服役
意義甚至超過第一艘國
產航空母艦。此前有媒
體報道，中國055大驅首
艦很可能被命名為「南
昌艦」。

專家稱，南昌是解放

軍的起源地，在中國軍隊中有很高的
象徵意義和榮譽，這也賦予055大驅重
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青島報道

 &

新型萬噸驅逐艦航行畫面首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殷江
宏 青島報道）昨日下午，慶祝中國海
軍成立70周年中外海軍聯合軍樂展示
活動在青島五四廣場舉行，中外艦艇
官兵、青島市民在青島著名雕塑「五
月的風」前觀看了演出。
此次軍樂展示以「大海樂章．和

平交響」為主題，分為「和平之

海」、「和平之師」及「和平之
歌」3個篇章。聯合軍樂展示在歌舞
《人民海軍向前進》中拉開序幕，
中國官兵表演舞蹈《沸騰的甲
板》、五大洲軍樂合奏《共圓海洋
夢》，隨後《亞丁灣的星星》、
《和平方舟》、《我們的新時代》
及《我愛你藍色的海洋》等節目輪

番上演，講述中國海軍駛向和平之
海的故事，奏響中國海軍維護世界
和地區和平的樂章。
在「和平之歌」篇章，來自泰國、

越南、孟加拉國、印度4國海軍軍樂隊
逐一登台演奏經典曲目，其中孟加拉
海軍帶來的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引起觀眾陣陣喝彩。

多國軍樂團 奏響和平頌

■舷號為101的055萬噸大驅首艦海上航行畫面首次
公開。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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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願與各國共護海洋和平
沈金龍歡迎各國海軍代表團 冀加強合作增進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葛沖 青島、北京報道）昨晚

在山東青島舉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

活動開幕式暨歡迎招待會上，海軍司令員沈金龍在致辭時表

示，中國海軍願與世界各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挑戰，維護

海洋和平安寧的良好秩序，致力於海洋安全和發展，為世界海

洋安全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雲南「八不准」整治旅遊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

明報道）雲南省政府昨日舉行新聞
發佈會，公佈旅遊從業人員「八不
准」規定（見附表）。該規定是雲
南22條「史上最嚴」旅遊市場整治
措施的延伸和深化，劍指「不合理
低價遊」和「以購養遊」經營模
式，期望走出「整治－反彈－再整
治－再反彈」的怪圈，實現旅遊市
場秩序的根本好轉。

反感圍堵兜售 遊客贊同新措
來自貴陽的遊客徐先生對「不准
在景區及門口違規擺攤設點」、
「不准向遊客叫賣兜售商品和服

務」的規定持贊同態度。
他每年到雲南旅遊兩次以上，雖

因自由行並未遭遇導遊脅迫購物
等，但也對部分景區景點存在的圍
堵尾隨遊客兜售旅遊紀念品、土特
產品和騎馬、划船等服務心存反
感。
徐先生認為，旅遊本應是身心放

鬆的愉快體驗，圍堵尾隨兜售商品
令遊客體驗變差，影響雲南旅遊市
場形象。

下月起線上線下受理退貨
雲南省旅遊市場秩序整治領導小

組辦公室主任、省文化和旅遊廳廳

和麗貴透露，為全面提升遊客購物
品質，雲南16個州、市和昆明長水
國際機場都將在本月內成立遊客退
貨監理中心，依託「一部手機遊雲
南」平台投訴處置體系，建立起遊
客購物退貨換貨工作機制，5月1日
正式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
式，受理遊客購物退貨訴求。
和麗貴同時提醒遊客，購物商品

要選擇經營主體合法、證照齊全的
正規商品銷售企業；購買商品時要
向商家索要正規的銷售憑證，並在
提出退貨申請時提供；退貨的商品
應保持完好，未因人為原因造成物
理及化學性質改變。

「八不准」規定
一、不准欺騙或者脅迫遊客購物

二、不准拒絕受理遊客退貨換貨

三、不准組織接待不合理低價遊

四、不准誘騙推銷不合理高消費

五、不准在景區及門口違規擺攤設點

六、不准向遊客叫賣兜售商品和服務

七、不准擅自變更行程影響遊覽

八、不准簽訂虛假合同逃避監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廣網報道，在第
二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到來之際，「一帶一路」5G+4K傳播
創新國際論壇昨日在北京舉行。來自
全球25個國家和地區50多家媒體機構
的150多位代表出席。

「帶路」主題紀錄片開播
其中包括絲綢之路電視國際合作共
同體各成員單位負責人、「一帶一
路」參與國家和地區主要媒體機構、
視頻生產機構、電信運營商以及相關
研發生產企業的代表等。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王曉暉出席論壇
並宣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主題紀錄片《共築未來》開
播。
與會代表圍繞互聯網時代如何在高

科技引領下實現傳播創新、推動深度
融合的主題，共商發展合作大計。中
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
慎海雄在主旨演講中表示，中央廣播
電視總台正緊緊抓住5G時代歷史性機
遇，聚焦關鍵技術，加速融合發展，
構建「5G+4K+AI」全新戰略格局；
願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家和地區的

主流媒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互
學互鑒、互利共贏，傳播共建「一帶
一路」好聲音，推動不同文化的交流
交融。慎海雄還就強化技術引領、深
化內容合作、優化新媒體生態等提出
建議。
論壇開幕式上，由絲綢之路電視國

際合作共同體聯合製作的百集微紀錄
片《從長安到羅馬》開播上線。

發佈倡議書 強調合作共贏
作為此次論壇的重要成果，現場

發佈了《絲綢之路電視國際合作共

同體5G+4K傳播創新倡議書》。倡
議書強調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宗旨，
以平等自願、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為原則，在新的技術革命浪潮下為
各國媒體發展開闢更廣闊的空間，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貢
獻。
論壇期間，還舉辦了「一帶一路」

5G+4K傳播創新國際論壇媒體應用技
術展。展覽匯聚了國際領先的新媒體
技術。此次論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絲綢之路電視國際合作共同體聯
合主辦。

「帶路」沿線媒體共議「5G+4K」創新

■■慶祝人民海軍成立慶祝人民海軍成立7070周年中周年中
外海軍聯合軍樂展示活動昨日在外海軍聯合軍樂展示活動昨日在
山東青島五四廣場舉行山東青島五四廣場舉行。。新華社新華社

沈金龍用孔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歡迎各國海軍代表團，他表示舉辦此次多

國海軍活動是為了加強各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分享經驗 應對挑戰
10年前中國曾在青島舉辦了多國海軍活動，
當時參加的國家是29個，今年則迎來了60餘個
國家的海軍代表團，這充分體現出世界各國海軍
的交流在不斷深入，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進行交流
和合作，友誼更加深厚。沈金龍說：「希望借此
活動場合共享各國海軍建設的經驗，共同探討大
家關心的問題。」
沈金龍談及當今世界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
整時期，亦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遷，各種挑戰層
出不窮，認為「單憑一個國家不能有效的面對威
脅」。他表示，中國有句俗話：人心齊，泰山
移。中國海軍願與世界各國海軍成為相互依存、
親密友好的平等夥伴，守望相助的合作夥伴，互
利共贏的發展夥伴，戮力同心，眾志成城，共同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備受矚目的海上閱兵會於今日在青島及其附近
海空域舉行。海上閱兵將採取艦艇單縱隊航行、
飛機梯隊跟進的方式執行海上分列式。除中方參
閱兵力外，俄羅斯、韓國、日本、越南、印度等
10多個國家近20艘艦艇將參加檢閱活動。

專家：邀外國海軍彰顯開放自信
中國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張軍社說，邀
請外國海軍參加海上閱兵是中國開放和自信的表
現。鳳凰衛視評論員、知名軍事問題專家宋忠平
則形容，這次盛會將有助於各方減少誤判與摩
擦，同時亦彰顯出中國是維護地區以及世界和平

穩定的重要力量。

多國赴會 精銳盡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不少都派出了本國的

主力戰艦或最先進的戰艦。比如，文萊派出的「達
魯塔克瓦」號巡邏艦是文萊海軍的主力戰艦，也是
東南亞最先進的近海巡邏艦之一；印度海軍「加爾
各答」號導彈驅逐艦是印度海軍最新型防空導彈驅
逐艦；泰國「納來頌恩」號護衛艦是泰國皇家海軍
的主力護衛艦之一；俄羅斯「戈爾什科夫海軍元
帥」號護衛艦是俄羅斯第四代搭載制導導彈的戰
艦，也是俄22350型護衛艦的首艦。
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此次多國海軍活

動，向外界展示出中國海軍能力以及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能力的不斷提升。
這位專家指出，這次周邊國家的軍艦來得最

多，這恰恰也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現在於
海洋問題上和周邊一些國家存在一些爭端，進一
步加強軍事交流，增進彼此間的戰略了解，加強
溝通與信任，將有助減少在周邊海域的誤判和摩
擦。
他相信，這次多國海軍活動對於中國建立海上

安全機制，尤其是周邊的海上安全機制將會帶來
極大的幫助。

海軍愈強 地區愈穩
宋忠平強調，中國是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

定的重要力量，中國海軍的能力越強，中國維護
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能力就越強，就越能
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和平安全的保障，尤其是在
非傳統安全領域，強化反恐、救援、防災、減災
等能力，中國海軍是當仁不讓。

中外海軍聯合軍樂展
示 大公文匯全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