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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黎智英抵廉署未回應問題】香港壹傳媒集團

主席黎智英昨日(17日)下午約二時半，乘車到達
北角廉政公署總部，被大批記者包圍拍照，他無
回應記者的提問。廉署人員上月底曾到黎智英住
所調查。廉署當日表示接獲貪污投訴，指控有立
法會議員收受利益，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
例》，調查仍在進行。 ■香港商業電台
【社科院：中國近九成城市「亞健康」】中國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昨日（17日）發佈
的《城市藍皮書》指出，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內
的近九成中國城市處於「亞健康」發展狀態。在
全國近300座地級及以上建制市中，北京的環境
健康指數排名206位。 ■中國新聞網
【他信父女合影備註「北京」】實名認證的微
博「泰國頭條新聞」發佈消息說，15日，泰國前
總理他信的女兒在IG上發佈一張與父親的合影，
備註上寫着「中國」、「北京」。那是一張像是
自拍的大頭照，他信和女兒在照片中笑容滿面。
報道稱，由此可以推測，現在他信與女兒正在中
國北京，並可能將於9月23日至25日前往香港，
與為泰黨前議員們進行會面。 ■環球網
【福建龍岩市委原書記黃曉炎被查】據福建省
紀委監察廳網站昨日（17日）消息，福建省龍岩
市委原書記黃曉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
受組織調查。黃曉炎1982年11月入黨，1983年8
月參加工作，至今年8月為止仍任福建省龍岩市
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 ■中國新聞網
【穗警匪槍戰 1警受傷1毒販斃】廣州市警方

前晚（16日）抓毒販，發生激烈槍戰近7小時。
廣州市公安局新聞辦公室昨天（17日）表示，警
匪對峙造成1名警察受傷、1名民眾傷重送醫後死
亡，毒販1人當場被擊斃。 ■台灣《聯合報》
【紀念「九一八事變」前夕現日軍新罪證】
「九一八事變」83周年到來之際，中國黑龍江省
佳木斯市民宋金和將一份日軍1931年9月17日發
出的「關於九一八事變備戰密令」向外界公佈。
這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唯一有關「九一八事變」的
日軍作戰命令。 ■中新社
【百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公佈】昨日（17
日）上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和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口述史分會舉行了「100
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口述證言公佈新聞發佈
會」。夏淑琴是首位公佈證言的倖存者，她家9
口人中7人死於南京大屠殺，其母親與兩位姐姐
被日軍輪姦後槍殺，本人也被日軍刺了3刀僥倖
存活。 ■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新聞網報道，颱風「海鷗」攜強風暴雨進入
北部灣，廣西南部及沿海的北海、防城港、欽州等各地多個航班取
消、動車停運，城市交通、電力供應受到嚴重影響。截至截稿時統
計，2人因災死亡，72萬民眾受災。
在「海鷗」最先登陸的海南，雖然天氣已經恢復平靜，但城市內

澇嚴重、斷電斷水仍然存在。據海南省民政廳初步統計，海鷗共造
成海南44萬人受災。狂風暴雨還導致海口數百個小區六萬多戶居民
以及文昌一半以上的自然村停電。截至前天（16日）下午5點，海南
省有31萬用戶供電受到影響。
由於颱風來臨時海浪過大，海南省澄邁縣1,394艘漁船便有835艘
船被「海鷗」打沉。交通方面，16日晚開始，海口美蘭機場和三亞
鳳凰機場已陸續有飛機起降，並出現補班高峰。

「海鷗」襲廣西 72萬人受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泉州晚報報道，今年以來，廣州某基

地部隊已及時正確處置了多宗「低慢小」航空器違規飛
行、國際航班非正常出入境等異常情況，有效處置率達
100%，確保了空防安全。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殲 -10、
殲-11和蘇-30等先進戰機可前出一線，守護東海防空識別
區和南海空域，反制美日偵察機對中國抵近偵察；殲-7戰
機則可在二線警戒待命，應對邊境、海岸線附近的異常空
中情況，守護中國空防安全。
據美國防務媒體猜測，中國到2013年就不再生產殲-7戰
機。殲-7戰鬥機是中國於上世紀60年代在蘇聯米格-21戰
鬥機的基礎上仿製發展而來的。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殲-7

戰鬥機是米格-21系列戰鬥機中最先進的機型，因為中國一
直在改進殲-7戰鬥機，持續提升其作戰性能，而且殲-7具
有輕小靈活和使用維護簡單等優勢，可有效應對突發的空
中異常情況。

殲-7能應付空中恐怖主義
專家指出，如果在邊境地區出現「黑飛」或者不明飛行
器，執法和管理部門以及空軍必須在短時間內摸清其動
機、航線和駕駛員身份，而殲-7執行類似任務是游刃有餘
的。配備雷達、掛裝武器且飛行速度快的殲-7同樣可以勝
任應付空中恐怖主義的威脅。

解放軍戰機守南海 反擊美偵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道，台灣桃園市一名曾在醫院
擔任過清潔工的女子，因不滿遭解僱，竟在中壢市中山東路附近貼滿
「某醫院爆發伊波拉病毒」的傳單，到處製造謠言，衛生局獲知後報警
處理，女子恐將面臨50萬元新台幣罰款處分。
有民眾路過中壢市中山東路附近，發現電線杆、汽車擋風玻璃、公車
站牌上都貼滿一張傳單，內容寫着「中壢市某間醫院，收留伊波拉病毒
的病人，具有傳染性，請勿到這家醫院看診或探病，以免遭到傳染。」
據台媒報道，衛生局獲知消息後澄清這是假消息並報警處理，警方根
據監視器搜查，發現是名女子所為，於前日（16日）下午將她緝捕到
案。

台清潔工散布伊波拉謠言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世界衛生組織昨天（17

日）公布最新伊波拉疫情的統計數據，截至13日為
止，伊波拉可能病例已經達到4,985例，造成2,461人
死亡，超過2200萬人口面臨風險。現在疫情以幾乎每
3周增加一倍的速度成長。為防堵疫情，中國派出實
驗室前往塞拉利昂協助防疫。
中國為協助防治伊波拉疫情，將派出一個移動實驗

室前往塞拉利昂。世衛組織表示，中國主要是應塞拉
利昂政府的請求，派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

團隊，共59名包括流行病學、臨床、護理等專業醫療
人員前往當地，協助疫情檢驗與防治。自西非爆發伊
波拉疫情以來，中國共派出174名醫療專業人員前往
西非援助。世衛組織發表聲明，盛讚中國政府派遣醫
務人員到非洲疫區展開援助服務工作，並為其他國家
做出了表率。
此外，美國總統奧巴馬16日在訪問亞特蘭大市時表
示，由於西非疫情惡化，情況正在「失控」，決定派
遣約3,000名軍事人員赴非洲應對疫情。

伊波拉近2500死 華實驗室助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廣播網報
道，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論壇昨天
（17日）上午在南寧舉行。中國—
東盟環境合作論壇主要圍繞「可持
續發展的國家戰略和區域合作：新
挑戰和新機遇」的主題來展開。
論壇上，中國環保部副部長李干

傑表示，針對中國—東盟環境方面
今後的一些合作，他提出了幾點建
議，包括雙方要加強環境政策方面
的對話，在重要的全球和區域環境
議題上要保持溝通和協調，加強合
作網絡的建設來鞏固現有的合作成
果，同時積極探索新的合作領域，
積極開展環境技術與產業方面的合
作等。東盟各國代表也認為中國和
東盟在污水治理、大氣污染控制、
清潔生產技術以及新能源開發等方
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雙方應該
共同應對環境的挑戰，在綠色發展
轉型中創造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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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新聞網報道，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
局長劉俊臣昨日（17日）在首屆中國-東盟工商論壇上披露，截至今
年8月底，東盟十國赴華投資設立企業總計15,160戶，投資總額
2,477.72億美元，註冊資本1,206.85億美元。
劉俊臣在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說，中國今年3月1日實施的註冊
制度改革，激發了東盟的投資者來華投資熱情。今年3月至8月，東
盟十國來華投資新設立企業445戶，同比增長9%。

搭建高層對話平台
他又說，今年是開啟中國-東盟「鑽石十年」的新起點，也是打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和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開
端。中國舉辦首屆中國-東盟工商論壇，在市場准入、市場監管、消
費維權、商標保護、人才培養等領域搭建高層對話平台，對深化中
國與東盟國家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交流註冊制度改革
本屆中國-東盟工商論壇以「公司註冊改革與合作」為主題，旨在
交流中國與東盟國家公司註冊制度改革的最新進展，深入探討加強

市場准入合作，進一步推動雙方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更好地
促進區域經濟繁榮和發展。最後劉又表示，中國與東盟一衣帶水，
是長期友好近鄰，更是戰略合作夥伴。東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提供
了廣闊的市場，中國的發展為東盟各國帶來了良好機遇。

東盟在華總投資近250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習近平訪問印度之行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8年再度訪

印，也是印度新政府成立後接待的第一位大國元首。「中國能量」和「印度智慧」的結合定將釋放出巨

大潛能。「中國龍」和「印度象」的強強聯合，聯袂共舞，不僅將造福中印，也定將惠及亞洲和世界。

中國駐印度大使表示，中印兩國有望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等領域簽署近20項合作協議。

據中國《新京報》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17日）抵達印度進行國

事訪問。習近平訪印第一站選擇了印度總理
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習近平和莫迪在薩
巴爾馬提河沿岸的河邊公園見面及用餐，並
在河邊漫步。據了解，習近平還將參觀聖雄
甘地的故居。習近平結束古吉拉特的行程之
後，將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訪問，並就中國
對南亞的外交政策展開演講。為了這次中印
元首會面，河邊公園已經修葺一新，為兩位
領導人在河邊進行燭光晚餐創造良好的氛
圍，並配有印度舞蹈等文化表演，甚至有機
器獅子表演。

展開高鐵工業園項目會談
印度為中印兩位領導人和參加宴請的150
名客人準備了超過100道菜。印度媒體引述
一名印度政府高官的話稱，為了準備習近平
來訪，政府撥款170萬美元美化城市。
習近平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進行官方對
話，並且簽署一些與當地相關的協議。這樣
的安排也是首次。據了解，習近平在古吉拉
特邦訪問期間，將就高鐵項目、中國工業園

區項目等與莫迪進行會談。而中國駐印度大
使樂玉成表示，習主席訪印期間，兩國有望
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等領域簽署
近20項協議。

駐印大使：能解決邊界問題
對於邊界問題，中國駐印度大使樂玉成在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與兩國悠久的友好交
往歷史、巨大的合作前景與潛力相比，兩國
間的分歧與問題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小指
尖。只要雙方有足夠的意願和決心，終究會
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的辦法。
中國南亞學會會長孫士海稱，習近平訪問

莫迪家鄉，可以加深中印領導人的私人友
誼。他又指出，這樣的安排也考慮到中印經
濟合作。由於古吉拉特邦是中國唐代高僧玄
奘西行取經時曾經到訪過的地方，也是莫迪
的家鄉和他長期執政並創下「古吉拉特發展
模式」的地方。
這次習近平訪問期間，中國廣東省將與古

邦結為友好省（邦），廣州市將與古邦艾哈
邁達巴德結為友城，對中印達成經濟合作協
議，提供了良好的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中國海關
統計顯示，十年來中印貿易增長了近10倍，但中國佔
優勢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始終困擾印度。2013年，印度
對中國貿易赤字已經達到了314.2億美元之多。時任印
度總理辛格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印度對華貿
易失衡是不可持續的，對印度來說解決貿易赤字的途
徑就是吸引更多的中國直接投資。
為了填補不斷擴大的貿易赤字，印度正積極尋求中

國向其落後的基礎設施領域進行投資。然而不少中企
對於印度市場仍持觀望態度。在印華商沈建芳指出，
投資印度的挑戰在於印度的商務簽證給予的期限沒有
規律，允許停留的時間很短，最長期限僅為3個月，人
員不穩定不利中企在當地的長期發展。
此外，印度外匯管理制度要求入賬的美元盡快轉換

成盧比，當華商把美元資金兌成盧比，即等於承擔貶
值風險，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一定影響。

中企進印 需解壁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印度進行國事訪問之際，於印度《印度教徒報》和
《覺醒日報》同時發表題為《攜手共創繁榮振興的亞洲
世紀》的署名文章。
文章提及「中國龍」和「印度象」雖然各具特色，

但都崇尚和平正義，兩國要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公正
合理方向發展，完善和優化國際治理機制和規則，使之
更好適應時代發展和國際社會共同需求。只要中印攜手
合作，繁榮振興的亞洲世紀才能到來。

進入新世紀後，中印關係長足發展，兩國建立了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
中國是印度最大貿易夥伴，此外兩國邊界談判取得

積極進展，雙方共同維護了邊境地區和平安寧。中印關
係已經成為21世紀最具活力和潛力的雙邊關係之一。
兩國作為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力量，應做戰略協作的全球
夥伴。
習近平又引述鄧小平的說話，真正亞洲世紀到來，
是要中國、印度和其他鄰國共同發展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斯里蘭卡進行首
次國事訪問之際，兩國早於前日（16
日）在科倫坡發表中斯《關於深化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行動計劃》。
這份行動計劃稱，中斯雙方對兩國

自貿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成果表示滿
意，共同宣佈啟動兩國自貿協定談
判，並將共同努力確保其早日落實。
雙方同意將盡早完成自貿協定談判，
推動兩國貿易和經濟合作均衡、可持
續發展。
斯方願積極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合作倡議，進一步加強海洋領域
合作，推進科倫坡港口城的建設，並
宣佈建立海岸帶和海洋合作聯委會，
探討海洋資源管理等領域開展合作。
此外雙方亦將密切開展軍事訓練及
國防科技等領域合作。雙方重申，恐
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對地區
穩定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重申在雙
多邊框架內開展相關合作，共同打擊
「三股勢力」。

習近平：中印攜手打造亞洲世紀

中
國
斯
里
蘭
卡
啟
動
自
貿
談
判

■幾名印警站在歡迎
習近平到訪的宣傳牌
下。 路透社

■習近平與莫迪（左
二）於古吉拉特邦進
行會面。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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