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十萬民眾雨中送行 人龍綿延逾15公里

幾內亞總統宣布，幾內亞西部及西南部5個地區實施45
天的公衛緊急狀態，用以防止伊波拉病毒擴散。■中新網
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28日在柏林說，德國已成為中

國海外青年人才回流的最重要基地之一，希望留德學子爭
取更大個人成就的同時為民族振興貢獻力量。 ■新華社
來自21個國家上百位僑商代表，28日對福州、平潭、
兩個自貿園區開展商務考察，了解對接各自貿園區的政策
規劃和重點項目。 ■中新社
廈門市28日發布信息，將在該市集美區馬鑾灣打造廈
門電商谷，促進電商產業的發展，並將打造兩岸電商橋頭
堡，助推兩岸電商產業的交流。 ■新華社
由於近期接連發生多起中國公民在巴黎大商場購物時被
盜案件，導致他們財物受損、行程受阻。為此，中國駐法
使館提醒公民在巴黎購物時看管好個人財物。 ■新華社
面對中國赴韓整容患者維權不斷增多的現象，中國整形
美容協會近日發布對維權失敗患者的救助措施，擬與韓方
建立整形美容醫生資質查詢平台，並提供法律援助。

■新華社

新聞速遞

新華社電孫中山故里廣東省中山市翠享新區獲批成為海峽
兩岸交流基地。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交流局局長程金
中28日在孫中山故里宣讀了中央台辦、國台辦《關於同意在
廣東中山設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批覆》，並為「翠享新區
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授牌。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於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翠

亨村。中山市近年來展開了對翠亨新區的建設。這個新區擁
有26公里長的海岸線。其範圍包括中山市馬鞍島、南朗鎮及
中山市火炬開發區的一部分，起步區面積約10平方公里，集
中建設區面積約50公里，總體統籌整合規劃面積約230平方
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中新網報道，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消息，公安部28日下午派出的聯合緝捕工作組將潛逃
老撾的天津市國稅局直屬分局原局長龐順喜、天津港
保稅區瀚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安慧民成功押
解回國，取得了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的
首個戰果。
龐順喜、安慧民因分別涉嫌受賄罪、行賄罪於去年12
月被天津市河西區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案發後潛逃至
老撾。公安機關與天津市辦案單位組成聯合緝捕工作組

赴老撾，在老撾執法機關配合，二人近日向中國駐老撾
使館投案。
據悉，安慧民在2002年被天津市總工會評為「十五」

立功先進個人，還是「天津市勞動模範」。
「天網」行動是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部署開展的針對
外逃腐敗分子的行動。有關部門將從今年4月開始，綜
合運用警務、檢務、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力量「抓
捕一批腐敗分子，清理一批違規證照，打擊一批地下錢
莊，追繳一批涉案資產，勸返一批外逃人員」。

「天網」初捷 兩外逃貪官押回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
聲《央廣新聞》報道，中
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海南出
席博鰲亞洲論壇期間接受
記者採訪時，證實中國政
府已經啟動從也門撤僑的

準備工作。
王毅表示，非常關心也
門的局勢。實際上，在空
襲發生的當天晚上就已經
啟動了外交部的應急機
制。在也門大概有500左右

的中國同胞。王毅更表
示，牽掛着每一個人，實
際上已經開始了行動，他
們很快就會安全地踏上他
們的歸途。
另據新華社報道， 一名

聯合國工作人員表示，由於
也門安全形勢惡化，已有超
過200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和
多國外交人員、企業員工28
日下午從薩那國際機場乘飛
機離開，只留下部分提供
「必要人道援助」的人員。
有消息稱，這些人將會被轉
移至約旦等國。

中國已啟動也門撤僑準備

中山故里將建「兩岸交流基地」

斯里蘭卡總統體驗中國高鐵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
納及夫人，28日中午在參加完博鰲亞洲論壇2015
年年會開幕式後乘坐高鐵前往三亞。西里塞納在途
中讚揚中國的高鐵高速、舒適。西里塞納表示，他
是在習近平主席的建議下選擇乘坐高鐵的，中國和
斯里蘭卡的鐵路發展狀況差別較大，他很高興親自
體驗了中國高鐵。中國鐵路總公司副總經理楊宇棟
陪同並介紹了中國高鐵的發展狀況。
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透露，中泰已經
簽署了高鐵合作協議，中老鐵路正在加緊推進。
中方也願意積極地參與新馬高鐵的競標。

丹
麥
申
請
入
亞
投
行
北
歐
第
一
個

新華社電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28日在博鰲亞洲論壇「東盟共
同體：一體化的新起點」分論
壇上發表講話時表示，今年底

東盟將建成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三個共同體，這將是
亞洲歷史上首次建成次區域共同體，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
進程有利於亞洲經濟的一體化，有利於國際關係的民主化，
有利於國際和地區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讓中國東盟關係走得更穩
作為東盟的好朋友和好夥伴，中國將繼續支持東盟的發展
壯大，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
主導地位。為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我們願探討瀾滄江－湄
公河流域國家的對話合作，以實際行動協助東盟縮小內部差
距，實現東盟的整體發展。
王毅並強調，要築牢政治安全互信的基礎，讓中國－東盟

關係走得更穩更遠。他說，中方願本着和大多數東盟國家
都認同的「雙軌思路」，堅持以和平方式，妥善處理好歷
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爭議，共同維護好南海地區和平穩
定。
同時，要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和各種產業的互聯互通，共同
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於今年底建成並投入運營，助力
地區經濟相互連通。王毅特別談及今年是中國東盟海洋合作
年，中方願意積極拓展海上合作，使之成為中國東盟合作新
亮點和新動力以及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撐。

楊潔箎：冀共建海絲樣板
另外，博鰲亞洲論壇在2015年年會期間舉辦共建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分論壇暨中國東盟海洋合作年啟動儀式。國務委
員楊潔篪說，中國將同各國深化互信，對接發展戰略、海上
項目及合作機制，爭取盡快取得早期收穫。希望雙方全方位
海洋合作成為共建21世紀海上絲路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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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代表習近平向李光耀弔唁李源潮代表習近平向李光耀弔唁。。 新華社新華社

■■數以十萬民眾冒雨送別李光耀數以十萬民眾冒雨送別李光耀。。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澳大利亞總理托
尼．阿博特29日上午與國庫部長喬．霍基和
外交部長朱莉．畢曉普發表聯合聲明，宣布
澳大利亞決定簽署作為創始成員加入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諒解備忘錄。
另外，丹麥申請成為第一個北歐的亞投行創
始成員國。
聯合聲明說，澳大利亞決定簽署諒解備忘
錄，並因此將作為創始成員參與建立亞投行
的談判。聲明還說，過去幾個月，亞投行在
銀行設計、治理、透明度等方面取得了良好
進展。
聲明表示，澳大利亞認識到在亞太地區存
在着基礎設施投資的迫切需求。通過與其他
重要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
合作，亞投行將在滿足基礎設施需要、促進
本地區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另外，據丹麥駐華大使館官方微博消息，
丹麥申請成為第一個北歐的亞投行創始成員
國。丹麥通報中國說，已經做好準備成為亞
投行創始成員，並共同探討成立事宜。
丹麥大使裴德盛說，「我們很高興做出了
這個決定，在丹中良好關係的基礎上，加入
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新華社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特使、國家副
主席李源潮 28 日在新加坡會見新加坡副總理張志
賢。李源潮說，獲悉李光耀先生辭世，中國領導人、
政府和人民深感悲痛。習近平主席特別委託我作為他
的特使前來貴國出席李光耀先生葬禮，我謹代表習近
平主席、中國政府和人民向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表示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李光耀先生是深受新加坡人民敬
重和愛戴的開國之父，也是東亞合作等地區架構的倡
議者和奠基者。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
損失，也是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損失。
張志賢表示，值此舉國悲痛的艱難時刻，習近平主席

委派您作為特使專程來新出席國葬，體現了中方對李光
耀先生的深切緬懷之情和對新中關係的高度重視。

中新社電 香港特區前任行政長
官董建華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
世發表悼文。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28日公布了悼文。
悼文全文如下：「對於李光耀先
生的離世，我感到十分難過。」
「我與李先生相識數十年。他以
自己的睿智和前瞻性的視野、無比
的毅力、強大的領導能力及愛護人
民的心，帶領新加坡由一個貿易
港，發展為一個令新加坡人民富足
和自豪的國家，並且在國際上發揮
獨特的作用。他是一個時代的巨

人。香港和新加坡有着許多相似之
處。李先生非常重視新港關係，表
示希望兩地加強合作，互利共
贏。」
「我與李先生雖然不是經常見
面，但每次見面，我們總是滔滔不
絕，無所不談。從他身上，我學習
到許多有智慧及獨到的見解。」
「李先生雖然離世，但他的治國
理念及精神長存，我們會永遠懷念
他。我亦深信他的兒子李顯龍先生
能秉承李先生的精神，帶領新加坡
走上更繁榮及安定的道路。」

■■新加坡為李光耀舉行新加坡為李光耀舉行
國葬儀式國葬儀式。。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
訊綜合報道，

被稱為新加坡「國父」的
前總理李光耀29日隆重國
葬，多國政要出席。移靈時，

數以十萬計民眾冒着滂沱大雨夾
道送別這位擔任總理31年、將新加坡轉型

為金融強國的領袖最後一程，人龍料綿延15.4公
里。李光耀長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致辭時表示，李光耀的去世
令新加坡經歷了黑暗的一周。他又讚揚李光耀一生對新加坡做出的
貢獻。完成國葬儀式後，李光耀的遺體運到萬禮火化場火葬。

董建華︰李光耀是時代巨人

李光耀國葬
多國政要出席多國政要出席李光耀的靈柩當天中午從新加坡國會大廈移出。移靈車隊在新加坡城內經過15

公里路程，路過新加坡主要地標。新加坡各界民眾在風雨中向李光耀訣別。
李光耀的靈柩是在中午過後離開國會大廈，移送至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
移靈路線經過多個重要地標，體現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貢獻，大批民眾冒着大雨向他
作最後道別。新加坡各地施放警鈴，舉國默哀1分鐘。

移靈路線體現對新貢獻
蓋上新加坡國旗的李光耀靈柩中午離開國會大廈，在滂沱大雨中，李光耀的長

子，現任總理李顯龍及其他親友緊隨靈柩之後送行。陸空海三軍向靈柩致意︰陸軍
鳴放21響禮炮；空軍戰鬥機以「隕落隊形」飛越上空；海軍巡邏艦鳴笛致敬，沿
途民眾亦依依不捨，不時高呼國父的名字，又向靈柩撒花瓣。
隊伍經過的地點都和李光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丹戎巴葛便是他出任議員
時所屬的選區，而達士嶺組屋則是李光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創組屋先河的地
方。移靈路線全長15.4公里，隊伍經過個多小時後，抵達終點新加坡國立大學文
化中心，隨即開始國葬儀式。
國葬儀式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舉行。他的家人、生前好友，以及24個國
家領導人或代表出席。開始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向李光耀的遺像鞠躬。全體出席
者起立目送李光耀靈柩入場。李顯龍、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和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等
十名代表接下來將先後宣讀悼詞。

李顯龍致辭數度哽咽
李顯龍在儀式上致辭時表示，李光耀致力
帶領新加坡走向獨立，並提倡新加坡多元平
等及重視法治。他形容李光耀是一名戰士，
無畏無懼，成功立國，並矢志改善經濟及民
生，而世界各地領袖均佩服其遠見。李顯龍
讚揚李光耀身體力行地推行廉潔管治，並勇
於改變，提出適時的政策，提升新加坡的國
際地位。致辭期間，他以中文表示，有人
說：「跟着李光耀走，你不會死的」。他指
李光耀熱愛國家，關注大小事務，並一早鋪
路確保新加坡持續發展。身為李光耀長子的
李顯龍自豪地表示，自小便以父親為榮，讚
揚李光耀是好父親及好導師。在40分鐘講話
中，他數度哽咽落淚。

■■李顯龍向李光耀遺照作李顯龍向李光耀遺照作
最後告別最後告別。。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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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特使李源潮代表中方出席

外國政要（部分）
中國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美國 前總統克林頓
俄羅斯 第一副總理舒瓦諾夫
馬來西亞 最高元首哈利姆
英國 首席大臣兼下議院議長夏偉林
加拿大 總督約翰斯頓
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
韓國 總統朴槿惠
澳洲 總理阿博特
新西蘭 總督邁特帕里
印度 總理莫迪
印尼 總統維多多伉儷
其他出席者（部分）
■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顧問鮑威爾勳爵
■前美國駐新加坡大使格林

全球政要名人雲集

王毅：中國繼續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

■責任編輯：紀 羚 2015年3月30日（星期一）1 重要新聞

全程15.4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