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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號跨裏海直達阿塞拜疆
中歐班列西安出發 闢水陸國際聯運大通道

據了解，首列西安—巴庫國際貨運班
列，載有49個貨櫃約1,000噸、貨值

達200萬元人民幣的機械設備、家用電器等
貨物，於6月18日從西安港始發，從霍爾果
斯口岸出境，經哈薩克斯坦抵達阿克套港，
再由鐵路運輸換裝船運跨裏海，歷時17天
到達阿塞拜疆蘇姆蓋特站。西安—巴庫國際
貨運班列的開行，構建起西安跨越裏海，直
達阿塞拜疆巴庫，輻射中東歐的國際多式聯
運物流通道，形成完整的國際鐵路、水路多
式聯運體系。中歐班列長安號抵達巴庫後，
所載貨物將以巴庫為分撥中心，分撥至土耳
其、格魯吉亞、羅馬尼亞、意大利等國家，
為5億人口的經濟區提供貿易服務。

合作協議制定運行路線
阿塞拜疆共和國位於歐亞大陸交界處的南
高加索地區東部，東瀕裏海，南接伊朗和土
耳其，北與俄羅斯相鄰，西傍格魯吉亞和亞
美尼亞，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近年來，
阿塞拜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大力
實施多元化經濟發展戰略，促進各領域均衡

發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探索西安直達中
東歐的國際貨運通道，西安國際港務區在中阿
兩國經濟、商務、海關和鐵路部門大力支持下，
由入區企業、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運營平台公
司之一的西安陸港大陸橋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聯
合阿塞拜疆鐵路集裝箱有限公司，共同探索推
動構建跨裏海國際運輸線路。
2019年4月22日，西安國際港務區與哈
薩克斯坦KTZ鐵路快運有限公司簽署了跨
裏海運輸戰略合作協議，為班列的開行奠定
了良好的基礎。2019年4月24日，在北京
舉行的「一帶一路」中國—阿塞拜疆企業簽
約儀式上，西安陸港大陸橋國際物流有限公
司與阿塞拜疆鐵路有限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
協議，為西安至巴庫線路制定了完善可行的
合作方案。

29省份貨源西安集散
阿塞拜疆經濟部部長沙辛．穆斯塔法耶夫

在當日舉行的接車儀式上表示，西安—巴庫
國際貨運班列開行探索了快捷的國際聯運模

式，為中國和阿塞拜疆的經貿往來搭建起快
捷的國際物流通道，阿塞拜疆將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充分發揮地處歐亞大陸
交界的區位優勢，將阿塞拜疆打造成輻射中
東歐的物流貿易集散地，推進中國與阿塞拜
疆、中國與中東歐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
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長高杲亦表示，西安是
古絲綢之路的起點，地處歐亞大陸橋的橋頭堡，

擁有中國內陸最大的國際中轉樞紐港，西安已
經成為歐亞鐵路核心集散點、聚集區，阿塞拜
疆位於歐亞大陸交界處，首都巴庫擁有裏海最
大的港口。班列開行將為兩國在投資、貿易、
文化、科技交流提供新的物流通道，帶來新的
發展機會。下一步，兩地將充分發揮在「一帶
一路」的交通樞紐地位，全力支持班列運營，
拓展貨源、優化線路，搭建巴庫與西安、中國

與中東歐商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橋樑，助力「一
帶一路」建設。
據悉，2019年1月至5月，中歐班列長安
號開行623列，運送貨物總重55.41萬噸，
重載率、回程比例、安全度三個指標位列全
國第一。如今，來自全國29個省份的貨源
在西安港集散分撥。2019年，中歐班列長
安號全年開行目標為1,800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位於歐亞交界處的世界最大鹹

水湖裏海，曾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重要的一站，昔日的中外客商沿着絲綢

之路西段北線經裏海北岸一路向西，將中國貨物源源不斷輸往歐洲。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從陝西省西安市獲悉，當地時間7月6日，由中國西安港

始發，滿載機械設備、家用電器的中歐班列長安號（中國西安—阿塞拜疆

巴庫），一路向西，跨越裏海，經過17天長途跋涉，抵達阿塞拜疆首都

巴庫的蘇姆蓋特站。這也是中歐班列長安號開闢的又一新線路，標誌着西

安港跨裏海直達阿塞拜疆巴庫的國際多式聯運大通道正式啟用。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77月月66日日，，由中國西安港由中國西安港
始發始發，，滿載機械設備滿載機械設備、、家用電器的中家用電器的中
歐班列長安號歐班列長安號，，跨越裏海跨越裏海，，經過經過1717
天長途跋涉天長途跋涉，，抵達阿塞拜疆首都巴庫抵達阿塞拜疆首都巴庫
的蘇姆蓋特站的蘇姆蓋特站。。圖為中歐班列長安圖為中歐班列長安
號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涉猥褻兒童罪
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被批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汕頭報
道）昨日，著名僑鄉廣東汕頭首次開行
直達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標誌着汕頭
與香港正式進入高鐵直通時代。從昨日
起，每日將有一對往返動車穿梭汕港。
在汕港正式步入高鐵生活圈之際，香港
新聞工作者聯會率十多家香港媒體組成
香港媒體高端采風團，參加一連三天的
「體驗直通之旅、發現汕頭之美」采風
活動。在活動首日，采風團通過乘搭首
趟從香港西九龍開往汕頭的動車，體驗
了汕港高鐵直通帶來的便捷生活。采風
團當日還走訪了汕頭小公園歷史文化街
區等地。

尋找汕港合作機遇
下午17時37分，歷時約3小時23分
後，列車G6392/89次徐徐駛入汕頭站，
成為首趟從香港西九龍站直通汕頭的動
車。香港媒體高端采風團一行信步踏出
高鐵。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采
風團團長顧堯坤表示：「這天一路上都
是暴雨，我還擔心列車會晚點，很驚喜

動車能準時達到。」
顧堯坤表示，趁着首班高鐵開通，希

望可以抓緊機會多了解汕頭在經濟、文
化、社會上的發展情況，尋找香港與汕
頭的合作機遇。他相信，汕頭與香港高
鐵通車後，除了能滿足汕頭和香港兩地
旅客的出行需求外，也能更好地促進粵
東地區與香港的經貿、人文等各方面的
交流合作。

未來實現2小時通達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名譽會長、采風團

顧問黃書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
有不少潮汕籍鄉親，他們對香港與汕頭
開通直達高鐵期盼了多年。「現在高鐵
通了，港人回來探親、港商來汕頭投資
更加方便。」 黃書銳在汕港高鐵未開通
時，多數乘搭飛機往返兩地。「坐飛機
的缺點是經常晚點。一旦遇到晚點，從
香港到汕頭耗時超過4個多小時。現在高
鐵開通之後，更加準時、快捷、方
便。」
汕頭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陳麗文對

香港媒體高端采風團一行到訪表示歡
迎。她表示，汕頭至香港高鐵的開通，
將拉近兩地的時空距離，同時能助力汕
頭打造高水平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汕
頭市委常委、副市長李宇介紹，2022
年，汕汕高鐵（汕尾—汕頭）建成後，

可實現汕頭與珠三角乃至香港2小時「公
交化」通達。除了高鐵外，李宇還透
露，港口方面，汕頭引入了香港招商局
開展戰略合作，加快廣澳港區（位於汕
頭市南區達濠島南端廣澳灣內）建設，
致力打造東南沿海億噸樞紐大港。

汕港高鐵直通 交流合作勢升級
香港新聞聯采風團抵汕 體驗便捷發現汕頭之美

■香港媒體高端采風團從西九龍高鐵站乘坐首趟動車到汕頭走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 7月9日，中央和國家
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
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強調：新形勢下，中央和國家機
關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着力深化
理論武裝，着力夯實基層基礎，着力推
進正風肅紀，全面提高中央和國家機關
黨的建設質量。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
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闢
論述了加強和改進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
設的重大意義，深刻闡明了新形勢下中央
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的使命任務、重點工
作、關鍵舉措，為推動新時代中央和國家
機關黨的建設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努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央視快評認為，由黨中央召開中央和
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
上還是第一次。中央和國家機關首先是政
治機關，在黨和國家治理體系中處於特殊
重要位置，離黨中央最近，服務黨中央最
直接；肩負着特殊使命，是推動黨中央治
國理政、管黨治黨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領
導機關；承擔着特殊職能，對機關黨建乃

至其他領域黨建具有重要風向標作用。我
們必須提高站位、統一思想，站在維護核
心、服務大局的高度，在推進黨的建設新
的偉大工程中走在前、強引領、作表率，
建設讓黨中央放心、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模
範機關。
快評強調，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建工

作千頭萬緒，要取得實效必須找準關鍵舉
措，抓住發力重點。要緊緊抓住責任制這
個「牛鼻子」，全面落實黨建責任制，堅
持黨組（黨委）班子帶頭、以上率下、以
機關帶系統，推動黨建形成強大合力；要
着力深化理論武裝，帶頭走在理論學習的
前列，自覺主動學、及時跟進學、聯繫實
際學、篤信篤行學，知行合一、以行促
學、以學促改；要着力夯實基層基礎，樹
立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鍛造堅強有力的
基層組織、全面掌握真實的基層情況，讓
機關黨建工作落地生根、保持同人民群眾
的血肉聯繫；要着力推進正風肅紀，重點
解決和防範「燈下黑」問題，應對「四大
考驗」、戰勝「四種危險」，力戒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保證自身過硬、乾淨擔
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受鮮果、豬
肉等食品價格推升，內地6
月 居 民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CPI）同比增速繼續保持
在 2.7%的年內高點，其
中，鮮果價格同比上漲
42.7%處歷史高位，豬肉價
格漲幅亦高達21.1%；上半
年CPI同比上漲2.2%，低
於3%的年度通脹目標。另
外，6月工業品出廠價格
（PPI）則在原油和鋼材等
價格拖累下，降至近三年低
點。專家表示，儘管下半年
豬肉上漲壓力不減，但受總
需求較弱的影響，CPI在經
過年中高點後，預計僅會溫
和上升，PPI則可能有通縮
壓力。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

月 份 ， CPI 同 比 上 漲
2.7%，漲幅與上月持平。
該數據連續4個月運行在
2%以上，且保持在年內高
點。
食品價格尤其是鮮果和豬

肉價格，是拉動CPI上漲的
主要因素。國家統計數據顯
示，6月，食品價格同比上
漲 8.3% ， 高 於 上 月 的
7.7%，繼續刷新2012年 1
月以來高位；鮮果和豬肉價
格同比分別上漲 42.7%和
21.1%，漲幅分別比上月擴
大16個和2.9個百分點，分
別影響CPI上漲0.71和0.45
個百分點；環比來看，鮮果
和豬肉價格分別上漲5.1%
和3.6%。
在工業品價格方面，6月

PPI 同比持平（即漲幅為
0），較上月0.6%的漲幅繼

續收窄，為2016年9月以來最低；PPI
環比由上月上漲0.2%轉為下降0.3%。
聯訊證券分析師李奇霖分析，今年通

脹的風險主要是供給端，尤其是水果和
豬肉。水果價格的高點大概率已過，但
可能要繼續維持高位直到八九月水果上
市。從今年一季度養殖戶補欄意願不強
但仔豬價格大漲看，三季度開始生豬供
給壓力可能進一步凸顯，豬肉價格壓力
可能超過市場預期。
李奇霖預計，由於豬肉漲價和油價低

基數，四季度單月CPI同比有超過3%
的風險。「不過由於只是單月突破
3%，並非整個季度都在3%以上，加之
主要是供給因素引起的，總需求並不支
持CPI同比持續高位，通脹風險整體可
控。」

全面提高中央和國家機關黨建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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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據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檢察院昨日消
息，針對王某某、周某某涉嫌猥褻
兒童一案，該院當天以涉嫌猥褻兒
童罪對上述二人批准逮捕。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昨日通報

說，目前，公安機關對該案正在進
一步開展深入調查；警方將堅決一
查到底，全面查清案情。
通報還指出，公安機關對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終秉持「零容
忍」態度，堅持對此類犯罪依法嚴
厲打擊；鑒於該案被害人係未成年
人，警方呼籲廣大網友保護未成年
人合法權益，不擅自傳播被害人相
關信息，不信謠、不傳謠，防止對
被害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據介紹，王某某、周某某涉嫌猥褻

兒童案發生後，上海普陀警方立即成
立專案組開展偵查工作。經公安機關
調查，綜合現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被
害人陳述、其他證人證言等證據，王
某某、周某某的行為涉嫌構成猥褻兒

童罪。7月8日，公安機關向檢察機關
提請批准逮捕；此前，王某某和周某
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普陀警方6月30日接到王女士報警
稱，其女兒被朋友周某某（女，49
歲，江蘇人）從江蘇老家帶至上海並
入住該市一酒店，後其女兒在房間內
遭到一男子猥褻。該名男子隨後被證
實為王某某（男，57歲，江蘇人）。
據內地媒體報道，該案中的王某某即
為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事發後
其被曝光與多達194家公司相關，掌
控資產超3,300億元人民幣。
據《中國青年報》引述法律人士

介紹，「猥褻」是指以刺激或滿足
性慾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對
兒童實施的淫穢行為。根據中國法
律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對未滿14
周歲女童、男童進行猥褻，可判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
有聚眾、在公眾場所當眾猥褻等情
形，或造成嚴重後果的，可判處5
年以上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