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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北部一座水庫近期因
氣候乾旱，水位一直下降，意
外令水底一座有3,400年歷史的
宮殿遺蹟重見天日，相信宮殿
屬於米坦尼王國。今次是當地
近數十年來最重要考古發現，
有助揭開這古代王朝的神秘面
紗。
來自德國和伊拉克庫爾德族

的考古團隊，在庫爾德自治區
底格里斯河岸的摩蘇爾大壩水

庫，發現宮殿遺蹟。宮殿牆壁
高兩米，由泥磚建成，考古學
家在宮殿內發現由紅色和藍色
顏料繪製的壁畫，以及刻有楔
形文字的黏土板，將送往德國
解讀，希望藉此了解米坦尼王
國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狀況。鑑
於水庫水位目前正在回升，或
重新淹沒宮殿遺蹟，考古團隊
正爭分奪秒挖掘。

■綜合報道

伊拉克乾旱揭水庫
埋藏3400年宮殿

應用程式(app)「DeepNude」近期在網上掀起
廣泛爭議，該程式讓用戶上載一張女性照
片後，可透過人工智能(AI)技術，模擬
出該名女性的裸照，像真度甚高，令
外界憂慮該程式會被用作色情報復。
DeepNude製作者前日在twitter發文，解釋
該程式只是提供娛樂，但承認低估市場需
求，以致無法控制流量，宣佈基於安全考慮，
將DeepNude下架。
美國反色情報復團體「網絡民權行動」歡迎

DeepNude下架，形容該程式是「毀滅性的發
明」，要求製作者為其行動負責，主席弗蘭克斯
直斥DeepNude研發目的，是為滿足男士的性幻
想。但指出即使DeepNude下架，其部分版本仍在
網上流傳，憂慮會遭人濫用。

■法新社

一鍵「脫光」相中人
AI程式被下架

美國佐治亞州早前有居民於草叢堆一個
膠袋內，發現一名被遺棄的初生女嬰，送
院檢查後證實健康良好，留院期間體重增
加，更不時展露微笑，惹人憐愛，逾1,000
個家庭表示希望領養她。
發現棄嬰的拉加茨表示，他當時與3名

女兒在住所附近的草叢聽見哭聲，查看時
赫然發現一名被膠袋包裏的女嬰，決定報
警。警員到場後撕開膠袋，看見女嬰身上
沾上血跡，仍連着臍帶，估計出生約一小

時後便被遺棄。
拉加茨為女嬰取名「因地亞」(India)，

警方希望透過到場警員的隨身攝錄機拍下
的片段，尋找她的親生父母。佐治亞州兒
童和家庭服務部主管羅林斯形容，女嬰得
以存活是奇跡，慶幸當時有人聽到她的哭
聲，稱當局接獲不少人致電或網上查詢因
地亞的情況，不少人都希望領養她，相信
她很快便可於新的家庭生活。

■綜合報道

美逾千家庭排隊領養
「膠袋棄嬰」

德銀擬裁2萬人 投行料成重災區
重組業務向職員「開刀」最快下月通知

■佐治亞州警方早前在膠袋內發現女嬰。
網上圖片

■■考古團隊正爭分奪秒考古團隊正爭分奪秒
挖掘遺蹟挖掘遺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德銀去年已宣佈裁員7,000人，今年4月與德國商業銀行的合併計劃告
吹後，德銀行政總裁澤溫上月向股東承諾，將大幅削減成本，以進

行改革。知情人士透露，德銀監事會將於下月7日舉行會議，商討裁員計
劃，裁員行動料持續逾一年。

投行業務成本高昂
德銀投資銀行部共有3.8萬名員工，雖然投行業務佔德銀整體收入一

半，但營運成本高昂，加上市場份額不斷萎縮，令德銀營運面臨困境。投
行部門主管里奇據報亦成為「開刀」對象，將由澤溫暫時管理該部門，直
至找到接任主管。德銀發言人拒絕回應報道，稱德銀正採取措施加快轉
型，以改善盈利能力。
德銀近年陷入洗黑錢醜聞，加上核心業務表現不濟，令股價早前跌至成
立149年來的歷史低位，近期亦有傳準備設立一間壞賬銀行(Bad Bank)，

處理多達500億歐元(約4,443億港元)高風險資產。
■綜合報道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德意志銀行計劃

在全球大幅裁員約1.5萬至2萬人，佔整體9.1萬名員工的逾

1/6，其中投資銀行部門預計成為重災區，以配合德銀大規模

重組業務。彭博通訊社報道，德銀將裁減股票交易、市場研

究和衍生工具交易等部門的員工，涉及美國和亞洲地區，最

快下月初通知受影響員工。

■■德意志銀行計劃在全球大幅裁員最多德意志銀行計劃在全球大幅裁員最多22萬人萬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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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王欣欣 哈爾濱報
道）近日，科創板上
市委第九次審議會議
結果出爐，來自黑龍
江省的哈爾濱新光光
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光電）順利通
過科創板首發上市申
請，這是東北地區首
家在科創板登陸的創
新型企業。
新光光電的招股說

明書（申報稿）顯
示，經過十餘年的技

術攻關，新光光電在像方掃描成
像制導技術、大視場高速紅外成
像制導技術、多數字微鏡陣列並
聯合束技術、短積分時間內紅外
動態景象生成技術、薄膜式波束
合成技術和激光空間合束技術等
關鍵技術方面完成重大突破，於
2016年獲得國防科技進步一等
獎。

產品用於「長征七號」
據了解，自成立以來，新光光

電作為聯合承研單位承擔了1項
國家縱向課題的研究，涉及我國
國防科技工業的前沿研究領域；
公司承擔了4項國家重大科技專
項、高新工程等重大型號配套研
製工作，20餘項國家重點武器型
號的配套研製工作。新光光電研
製的光電目標成像系統成功應用
於「長征七號」運載火箭，解決
了其發射過程中溫度、氣壓的大
範圍變化下成像光線精確控制和
成像質量問題。
記者瞭解到，新光光電具備多

品種、系列
化高端軍用
產品的研發
和 批 產 能
力，在多個
細分產品領
域打破了國
外對我國的
技術封鎖、
填補了國內
空白，為多
個重點型號
導彈提供了
高性能批量
產品，使用
效果受到客
戶 高 度 認
可，有效地
減少了導彈

外場試驗次數、提高了試驗成功
率和制導精度、降低了制導產品
成本以及縮短了研製周期。
記者日前來到新光光電企業所

在大廈，一樓大堂的小型展示區
域，所有的展品都被遮蓋着。保
安人員說，新光光電的產品因為
涉密，所以平時都蓋着，禁止拍
照攝像。記者表達欲採訪企業
時，得到回覆，公司正式獲批在
科創板上市之前，不打算接受媒
體的任何採訪。據了解，與其他
上市企業積極宣傳自己相反，新
光光電一直都比較低調，甚至很
多哈爾濱人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家
優秀的高科技企業。

與軍工單位高校有合作
據了解，新光光電與軍工集團

所屬單位和高校都有深入合作。
作為軍民融合型高新技術企業，
依託核心技術，致力於服務國防
科技工業先進武器系統研製等領
域，專注於提供光學目標與場景
仿真、光學制導、光電專用測試
和激光對抗等方向的高精尖組
件、裝置、系統和解決方案，產
品主要應用於以導彈為代表的精
確制導武器。新光光電的董事長
和總經理康為民，曾擔任哈爾濱
激光研究所工程師、哈爾濱工業
大學自動化儀表與控制研究所副
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目
標仿真與測試技術研究所所長等
職務。康為民在國內首次提出了
基於像方掃描原理的光學成像制
導新技術，並實現了工程化應
用，解決了像空間的小範圍掃描
實現物空間的大視場成像問題。

■企業大廈前的標誌物。 王欣欣攝

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對非合作「八大行
動」的首要行動項目，第一屆中非經貿博

覽會以「合作共贏，務實推進中非經貿關係」為
主題，切實為中非地方、企業間開展更緊密的合
作搭建平台、拓寬渠道、創造條件、提供服務，
推動中非在貿易、農業、製造業、服務業、金融
業以及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取得新突破，形成
了一批實實在在的成果。

反應熱烈 逾萬內外嘉賓參會
湖南省政府辦公廳巡視員羅建軍介紹，中非社

會各界和有關國際組織對博覽會高度關注，參會
熱情高漲，吸引了外賓1,600餘名、內賓5,000餘
名，以及3,500餘名境內外參展商、採購商和專業
觀眾，規模突破1萬人。實現了53個建交的非洲
國家和31個兄弟省市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全

覆蓋。聯合國工發組織、糧食計劃署等10餘個國
際組織和機構、8家金融機構、15家一級央企和
127家央企子公司、近800家行業重點企業代表踴
躍參會。
羅建軍指，博覽會聚焦貿易、農業、投融資、

合作園區、基礎設施等領域，舉辦了14場活動和
1場展覽展示，多角度、深層次探討中非經貿合
作的新路徑、新措施，包括開幕式、4場專題研
討會、3項經貿洽談會、3場專業論壇和3個配套
活動，部分非洲國家舉辦推介會，國家有關部委
和部分省區市也舉辦了對非合作專題推介會，探
索地方對非經貿合作新機制。

簽84協議 涉及多個合作領域
記者了解到，中非經貿合作不搞花架子，而是

緊扣非洲發展實際需要，促成了一批實實在在的

經貿成果。會議期間，中非地方政府、國有及民
營企業、金融機構、商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
共簽署了84項合作文件，包括政府間合作協議、
融資協議、投資協議、商務合同、合作備忘錄
等，涵蓋貿易、投資、基礎設施、農業、製造
業、航空、旅遊、友城等領域，涉及金額208億美
元。
本屆博覽會展覽展示採取「5+2」模式，「5」

是指中非經貿合作成果展區、非洲國家展區、案
例方案展區、中國省區市展區、企業展區五大板
塊的展覽展示，「2」是指網上中非經貿博覽會
和「非洲商品展銷館」。展區面積達4萬平米，
53個非洲國家和28個省區市獨立設展，60多家
央企、700多家民企參展且「一位難求」。活動
現場，非洲商品被「一搶而空」，觀展人氣爆
棚，人數突破10萬人次。

探索地方對非經貿合作「湖南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長沙報道）記者了
解到，中國-非洲經貿博覽會將長期落戶湖南，
每兩年舉辦一屆。湖南省商務廳廳長徐湘平指
出，湖南將以舉辦中非經貿博覽會為契機，着
力探索形成中國地方對非經貿合作的「湖南模
式」。
本屆中非博覽會踐行「授人以漁」的理念，首

次推出了「一本書一個展」。「一本書」是通過
向全國徵集245個成功的案例，從中間篩選了
101個案例，編印成了《中非經貿合作案例方案
集》，這本書介紹的都是「可複製、可推廣、可

持續」的中非經貿合作成功的案例。
二是將「互聯網+」和博覽會深度融合，湖南

打造了網上博覽會和非洲商品展銷館，通過網上
博覽會這個數字平台，統一呈現中非經貿合作的
信息、項目、政策、機制；閉會之後，中非兩國
企業、中非兩國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在數字平台上
進行對接。

線上線下結合 永不落幕
徐湘平透露，湖南在高橋大市場打造一個非洲

商品展銷館，長期展銷非洲商品，吸引更多的非

洲商品走進湖南、走進中國，以網上博覽會和非
洲商品展銷館的形式，構成了線上線下、永不落
幕的中非經貿博覽會。
據悉，湖南長沙是烏干達在中國的首個友好城

市。徐湘平指，湖南將深入推進與烏干達的合
作，按照「政府引導、規劃先行、企業主體、市
場運作、項目載體、互利共贏」的原則，在農
業、礦產、園區、能源電力、旅遊等5大重點領
域組織推進，力求形成可推廣複製的地方對非經
貿合作新模式，不斷探索和加強與其他非洲國家
的經貿合作。

■■市民搶購非洲國家特產市民搶購非洲國家特產。。
記者姚進記者姚進攝攝

■非洲四國
中文投資促
進 平 台 啟
動。

記者
姚進 攝

■■非洲嘉賓在會場留影非洲嘉賓在會場留影。。
記者姚進記者姚進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首屆中國-非洲經

貿博覽會27日至29日一連3天在湖南長沙舉行，吸引逾萬名

內外嘉賓參與，53個非洲國家嘉賓欣然赴約。中非經貿博覽

會共簽署了84項合作文件，涉及金額208億美元。這場盛會

為新時代中非經貿合作注入強勁動力，這也是湖南有史以來

舉辦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國際性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