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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此次最新的裁決中接納了孟晚舟
辯護團隊其中一部分訴求。圖為孟晚舟當
日從溫哥華家中出發去法院。 彭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
及央視網報道，溫哥華當地時間29日
晚，加拿大不列顛卑詩省高等法院法官
希瑟·霍爾姆斯（Heather Holmes）作
出一項裁定，駁回孟晚舟引渡案檢方律
師的一項申請。這項裁定意味着，法官
認為美國提供的「案件記錄」中可能存
在「故意遺漏證據」或者「重大證據遺
漏」，因此可以被列為申請終止對孟晚
舟引渡的理由之一。

承認數項證據遺漏
在今年9月下旬進行的一輪聆訊中，

孟晚舟辯護團隊提出，美方濫用其與加
拿大之間的引渡協議的特權，試圖以一
套錯誤的「事實」實現對孟的引渡。辯
方認為，美方在向加方提供的案件記錄
中誤導了加方，並提出舉證多項額外證

據的訴求。法官在此次最新的裁決中接
納了其中一部分訴求。
關於孟晚舟2013年向香港滙豐銀行方

面展示的演示幻燈片（PPT），法官認
為，美方案件記錄對PPT內容的「遺
漏」可以影響該記錄的可靠性。最明顯
的「遺漏」是去了「華為與星通（Sky-
com）公司的關係是正常且可控的商業合
作」這一表述中的「可控」一詞。
另外，案件記錄「遺漏」了PPT中

「作為華為業務夥伴，星通與華為在伊
朗進行銷售和服務」的內容。法官認
為，這一做法具有誤導性。
美國法律專家伯靈格（John Bell-
inger）在其證言中表示，滙豐是否違反美
國對伊制裁令，只與美元清算是否經手美
國銀行有關，而與星通和華為的關係無
關。法官認為，這一點對於判斷滙豐銀行

是否承擔損失或風險的法律背景具有意
義，同意納入證據。
法官還認為，華為方面與滙豐銀行相

關部門高管的業務往來電郵顯示，案件
記錄所言滙豐僅有初級職員知悉華為與
星通關係的表述並不準確。
另外，法官指出，美方案件記錄裏，

略去滙豐銀行與美國司法部所簽延期起
訴協議中關於「明知故犯」（knowing-
ly）表述之舉不妥。
同時，針對控方早前提出的拒絕辯方

舉證並中止辯方針對程序濫用第三分支
申訴的請求，主審法官予以駁回。
孟晚舟律師團隊認為該引渡案存在程

序濫用，故應中止引渡程序，並為此設
置三條分支線進行申訴。其一是以美方
高層政治人物表態證明此案的政治屬
性；其二是論證加執法部門在溫哥華國

際機場拘押孟的過程中存在程序濫用；
其三是指出美方向加官方提供的案件記
錄等文件具有誤導性，存在「重大遺漏
和錯誤陳述」。
法官認為，辯方舉證的內容具備挑戰

案件記錄可靠性的現實可能。法官同時
認為，辯方目前在第三分支舉證問題上
的論點尚不足以中止引渡案，但當這些
論點與另兩個分支一併考慮時，有可能
達到目的。

正進行新一輪聆訊
目前卑詩省高等法院正進行新一輪

孟晚舟引渡案聆訊。控辯雙方圍繞加
執法部門在拘押孟晚舟的過程中是否
存在程序濫用的問題，對加拿大皇家
騎警、邊境服務局的多名相關證人展
開交叉質詢。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副局長孫成海介紹，疫情
下，進博會的吸引力不減，企業商業展的面

積擴大，參展企業的質量更高。世界500強和行業
龍頭企業的回頭率超過70%、展覽面積比上屆增
加14%，近50家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今年
首次參展，數十家企業已連續簽約未來三屆，將
有數百項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進行「全球首
發、中國首展」。
孫成海介紹，在今年特殊形勢下，本屆進博會主
動調控參展參會人員規模，重點邀請有明確採購意
向的專業觀眾到會，即使如此，各地採購商報名仍
積極踴躍，共組建39個交易團、近600個分團，註
冊單位11.2萬家，註冊人數達到40萬人。

雀巢集團：中國經濟表現「高度韌性」
瑞士食品飲料巨頭雀巢集團亞大非區副總裁石鵬
海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即將舉行的第
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釋放出中國正在進一步開
放國內市場、努力與世界緊密融合的信號。石鵬海
說，儘管新冠疫情給全球帶來重大挑戰，但中國經
濟表現出「高度韌性」，利好全球經濟復甦。他強
調，雀巢「一直在積極投資中國市場，沒有任何猶
豫」。他介紹說，今年是雀巢集團第三次參加進博
會。本屆進博會上，雀巢將展示250多款暢銷產品，
其中約25款產品將是首次在中國市場亮相。根據雀
巢提供的數據，中國是該集團全球第二大市場。雀
巢在中國設有28個工廠、4個創新中心、3個研發中
心，擁有超過3.6萬名員工。

開雲集團：近月中國銷售額呈增長趨勢
法國高端精品集團開雲集團則是第三次參加進
博會，董事總經理讓-弗朗索瓦·帕盧斯日前在巴黎
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採訪時表示，即將召開的第

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開雲集團及旗下品牌
提供了與全球企業交流溝通的平台，希望抓住機
遇，推動時尚和紡織業可持續創新。
2019年，開雲集團攜旗下全體奢侈品牌亮相第

二屆進博會，精心打造的展區給訪客帶來與品牌
互動的獨特體驗。帕盧斯說：「進博會能更好展
示我們的專業技藝、創意作品以及奢侈品行業可
持續發展願景。」
今年年初以來，新冠疫情暴發並在全球蔓延，

影響波及時尚和紡織行業在全球主要市場的表
現。可喜的是，近幾個月，開雲集團在全球部分
地區，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呈現增長趨勢。
帕盧斯表示，開雲集團希望通過第三次進博
會，體現奢侈品行業在推動全球時尚和紡織業可
持續發展領域方面發
揮的作用和肩負的責
任。「非常感謝進博
會為我們提供在中國
擴 大 影 響 力 的 機
會。」
他介紹，今年進博

會開雲集團將把展區
打造成充滿創意的空
間，為觀眾呈現集團
旗下所有品牌的產品
系列和當季新品。開
雲集團旗下瑞士高級
製錶品牌雅典錶將特
別為本屆進博會推出
官方限量版腕錶，以
「熊貓盤」設計錶
盤，用精巧的工藝和
層次豐富的細節致敬

進博會。高級珠寶品牌寶詩龍、巴黎高級定製時
裝和成衣品牌巴黎世家等都將在進博會上展出一
系列精品。
另外，與此次進博會線上線下結合的模式類

似，開雲集團還開發了網上虛擬展館，觀眾可以
遠程欣賞展館內容和圖片。
從1974年在中國香港地區開設第一家古馳精品

店至今，開雲集團進入中國市場已經超過40年。
如今，開雲的品牌遍布中國40多個城市，旗下所
有品牌都在積極拓展數字化平台。「中國在開雲
可持續發展戰略中佔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隨
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的期待
也在發生快速轉變，我們將繼續努力滿足他們對
品質的期待。」帕盧斯說。

■近50家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今年將首次參展。圖為去年進博會參觀者
駐足一個展台前。 資料圖片

疫下魅力不減
逾七成展商屬回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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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

報記者倪夢璟及新華社報道，據

昨日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新聞發布會消息，今年參

展企業質量更高，世界500強及

行業龍頭企業參展回頭率超過

70%，展覽面積更比上屆增加

14%，還有數十家企業已連續

簽約未來三屆。而專業採購商實

力雄厚，報名註冊的採購商中，

年營業額10億美元以上的達

2,238家，年進口額1億美元以

上的有近1,400家。

數十家企業已簽約未來三屆 過千家採購商年進口額逾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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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俄羅斯總統普京莫斯科時間
29日表示，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
驅動器。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
出，隨着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
年遠景目標的制定和實施，中國
發展將再次邁上新的大台階，中
國同各國互利合作將收穫更加豐
碩的成果，為世界經濟復甦和長
遠發展注入更強勁的動力。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俄羅斯

總統普京29日在出席「俄羅斯在
召喚」國際投資論壇時表示，中
國仍是世界經濟的驅動器。一些
在華外國商會的主要負責人和跨
國公司代表也表示，中國經濟逆
勢上揚，對全球經濟復甦起到了
正向拉動作用，也讓全球企業對
中國市場的信心持續增強。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近期，不少外國領

導人以及國際金融機構、跨國企業
紛紛看好中國經濟發展，表達了對
中國未來發展的信心和期待。

「中國發展將再邁新台階」
汪文斌介紹說，剛剛閉幕的中國

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
中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將堅
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推動高
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
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加快構建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到二
三五年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
化。全會公報20多次提到「改革」
「開放」，表示要堅持實施更大範
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
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
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
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開
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對外發出了中
國將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實現互利
共贏的明確信號。
「可以預見，隨着中國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制定和
實施，中國發展將再次邁上新的
大台階，中國同各國互利合作將
收穫更加豐碩的成果，為世界經
濟復甦和長遠發展注入更強勁的
動力。」汪文斌說。

近140位全球頂尖科學家齊聚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倪夢璟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報道））第三第三

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昨日在上海開幕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昨日在上海開幕，，將有近將有近
140140位全球頂尖科學獎項得主開啟頭腦風暴位全球頂尖科學獎項得主開啟頭腦風暴，，倡導倡導
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全球科技交流合作。。
「「中國的科技發展在過去中國的科技發展在過去2020年間有着巨大的進年間有着巨大的進
步步，，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已經是具有領先地位的中國已經是具有領先地位的
科技國家科技國家，，無論是經濟還是科技發展水平都令人無論是經濟還是科技發展水平都令人
驚歎驚歎。」。」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副主席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副主席、、20092009年諾年諾
貝爾化學獎得主文卡貝爾化學獎得主文卡··拉馬克里希南這樣說道拉馬克里希南這樣說道。。

鍾南鍾南山山：：匯聚科學界客觀理性聲音匯聚科學界客觀理性聲音
通過線上線下聯動的模式通過線上線下聯動的模式，，來自全球的科學家齊來自全球的科學家齊

聚這場全球科技盛宴聚這場全球科技盛宴，「，「共享共享」」與與「「協作協作」」成為最成為最
熱門的話題熱門的話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視頻致辭中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視頻致辭中
表示表示，，戰勝疫情需要全球協作戰勝疫情需要全球協作，「，「有必要持續有必要持續、、有有
力地匯聚科學界的客觀理性聲音力地匯聚科學界的客觀理性聲音，，為世界早日走出為世界早日走出
疫情陰影貢獻科學應對之道疫情陰影貢獻科學應對之道。」。」他表示他表示，，戰勝疫情戰勝疫情
需要比現今更高強度的合作需要比現今更高強度的合作，，人類應該擯棄分歧人類應該擯棄分歧，，
共同面對共同面對。。
拉馬克里希南則表示拉馬克里希南則表示，，全球眾多待解決難題需要人全球眾多待解決難題需要人
類以開放和信賴的態度共同協作類以開放和信賴的態度共同協作，，即使是最基礎的科即使是最基礎的科
學研究學研究，，都需要全世界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共同探索都需要全世界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共同探索。。
「「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更在科學技術水平上取得了領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更在科學技術水平上取得了領
先地位先地位，，中國如今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矚目的中國如今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矚目的。」。」

上海啟動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上海啟動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
而此次全球科學而此次全球科學「「巨頭巨頭」」齊聚齊聚，，還將為全球科技共還將為全球科技共

享打開加速器享打開加速器。。據悉據悉，，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已正式啟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已正式啟
動動。。未來未來，，該社區將集聚全球頂尖國際組織總部與頂該社區將集聚全球頂尖國際組織總部與頂
尖科學家創新實驗室基地尖科學家創新實驗室基地，，形成具有強大全球資源配形成具有強大全球資源配
置能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核心區置能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核心區，，並將聚焦生物醫並將聚焦生物醫
藥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集成電路、、新能源新能源、、新材料新材料、、量子科量子科
學等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學等世界科技前沿領域，，以以「「全球極具特色的新時代全球極具特色的新時代
重大前沿科學策源地重大前沿科學策源地」」為定位為定位，，打造國際領先的科技打造國際領先的科技
策源地策源地、、聯通世界的科學創新港聯通世界的科學創新港、、聚智全球的科學組聚智全球的科學組
織總部基地織總部基地、、機制靈活的離岸創新區機制靈活的離岸創新區。。

▼▼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在即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在即。。圖為日前從高處眺望國家會展中心圖為日前從高處眺望國家會展中心（（上海上海））迎賓通道迎賓通道。。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