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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業規模全球第一
推進六大領域工程包 加快轉型升級打造品牌

新聞速遞
華北空管局召開了關於《紀念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活動航行管
制方案》宣講會，據介紹，9月3日9:
30-12:30，北京首都機場將暫停所有
航班運行。 ■大洋網
據印度媒體報道，印度和中國已經
同意在查謨．克什米爾邦(印控克什米
爾)拉達克地區的丘舒爾開設一個新的
邊界人員會面點。同時，印度面向中
國公民的電子旅遊簽證政策將於30日
開始實施，當中也包括中國香港和澳
門居民。 ■環球時報
據中央紀委消息，環境保護部原副
部長、黨組成員張力軍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新華社
據遼寧省氣象部門消息，截至7月
30日遼寧省已發射688枚人工增雨火
箭彈，以緩解自1951年有完整氣象記
錄以來的最嚴重旱情。 ■中新社
日前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法
期間，皮埃爾假期集團與中國海航集
團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共同致力
於在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發展法式
旅遊度假模式，主要以中心公園概念
為基礎開發休閒度假村項目。

■中新社
聯合國經社部29日發佈2015年修

訂版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計世界總
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85億，在2050
年增加到97億，在2100年增長到112
億。同時，印度將在2022年取代中國
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網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9日在人民
大會堂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認為，中土
雙方要明確兩國關係發展大方向，築牢政治互信根基，在彼此重大
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實現兩國發展戰略對接，拓寬和充實中土戰
略合作內涵。埃爾多安總統表示堅決反對任何人在土耳其境內從事
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活動，習近平表示願加強兩國執法安全
合作。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土耳其都是二十國集團重要成員。在國際形

勢複雜多變、世界經濟艱難復甦、西亞北非地區反恐形勢嚴峻的大
背景下，兩國的共同挑戰和共同責任不斷增加。雙方要深化互信，
夯實兩國友好基石。
埃爾多安總統和土耳其政府多次重申堅決反對任何人在土耳其境

內從事任何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活動，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
義。
中方對此表示讚賞，願意加強兩國執法安全合作。中方支持兩國

立法機構和政府部門密切交流，加強政策溝通和政治互信，確保中
土戰略合作關係始終在正確軌道上前行。
埃爾多安強調，土耳其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

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東伊運」等針對中國的恐怖主義行
徑，願就此加強同中方的合作，絕不允許土中戰略合作關係受到破
壞勢力的干擾。
事實上，土耳其也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土國內和西亞北非地區

恐怖主義形勢嚴峻，安全與穩定面臨挑戰。土耳其政府將堅定打擊
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勢力，並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中國土耳其加強反恐執法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據法國媒體29日報道，印度洋的法屬
留尼汪島海灘發現一塊飛機殘骸。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報道說，
美方調查人員初步認為，該飛機殘骸可能來自去年3月失蹤的馬航
MH370航班客機。馬來西亞表示已派小組到當地了解。

與波音777機翼驚人相似
法屬留尼汪島位於印度洋西南部、非洲東海岸馬達加斯加島以東
海域。據CNN報道，當地時間29日上午，留尼汪島負責清潔海岸
線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段大約2米長的飛機殘骸。這塊殘骸為機翼
或襟副翼。當時殘骸裡塞滿貝殼，感覺已經在水裡很久。法國航空
安全專家泰特曼指出，被找到的這塊殘骸和波音777機翼上的一部
分驚人地相似。不過，法國媒體援引負責調查的法國航空運輸警察
部門的消息說，現在得出結論為時尚早。目前需要確定這塊殘骸屬
於哪種類型的飛機，然後才能確定是哪家航空公司。馬來西亞政府
已經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馬來西亞交通部長表示，「是否馬航
MH370的殘骸，需要進一步核實」。

中國家屬冀能盡快確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30日就疑似波音777客機殘骸被發現時表
示，中方正抓緊向有關國家進一步了解核實情況，密切關注事件進

展，妥善做好相關後續工作。
馬航MH370中國乘客家屬發表聯合聲明，關注在法國印度洋區域
留尼汪島發現不明飛機殘骸的事態發展，希望官方能盡快確認結
果。家屬表示，他們更關心親人的下落，航班是否中途降落等問
題，希望不論這次發現的是否MH370殘骸，亦不應影響各國不停
止、不放棄搜索的承諾。家屬亦關注刑事調查進度。載有239人的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370航班，去年3月8日由吉隆坡飛往北京途
中失蹤。

中國與東盟十國磋商「南海準則」緬
甸
大
赦

155
名
中
國
伐
木
工
獲
自
由

香港文匯報訊據緬甸高層人士證實，緬
甸總統吳登盛30日簽署大赦令，立即釋放
6966名服刑人員，其中包括不久前被緬判
刑的155名中國籍伐木人員。30日上午，
緬方向中方通報，將於31日移交上述人
員。

緬甸通報稱今日移交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表示，中方

重視緬方採取的有關措施。緬地方法院對
中方155名非法越境伐木人員作出判決後，
中方就盡快交還上述人員同緬有關方面保
持了密集溝通。30日上午，緬方向中方通
報，將於31日移交上述人員。

伐木工家屬已接通知
據新京報報道，30日中午，中國駐緬甸

曼德勒總領事館工作人員向該報記者證實
此事。一位伐木工家屬稱，她從騰沖縣外
辦獲悉，騰沖縣政府已與緬政府交接，即
將到邊境接人。接回後，政府會將統一安
排體檢、防疫等工作，此後將由各鄉鎮接
回。
本月22日，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證實，緬

甸北部密支那的一家法庭當天以非法砍伐
木材的罪名，判處150名中國籍伐木工20
年有期徒刑，另有2名未成年人被判10年
有期徒刑，還有1名藏毒者被判35年刑
期。今年1月初，緬甸政府突然在中緬邊境
開展非法伐木清理行動。緬甸方面稱，這
155名中國公民是在今年1月2日至11日被
緬甸軍方在克欽邦等地通過空中偵查抓
獲。
緬甸境內森林資源豐富，雲南則木材廠

商遍佈，中緬邊境木材交易鏈條由此催
生，去緬甸伐木的工人則主要是來自騰
沖、德宏、保山等地區的農民。

疑馬航MH370殘骸現法屬海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鄺福強、杜法祖）假冒內地駐港機構和執法
人員電話騙案近日排山倒海般在香港發生，令警方十分關注。東九
龍重案組29日在跑馬地一名被假冒中聯辦官員電話詐騙了20萬元
（港元，下同）的女受害人家中，首次拘捕一名再度上門收錢的女
子，相信是電話詐騙集團的成員，不但搜出身懷假的警察委任證，
並檢獲假冒內地執法機構發出的通緝令及凍結資產令。
被捕女子30歲姓曾，香港居民，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冒充
警務人員。警方相信她是電話詐騙集團在港負責上門收錢的成員。
女疑犯20日晚被東九龍重案組人員押至寓所搜查。
東九龍總區刑事重案組周衍鴻警司表示，事緣於本月23日，受害

女事主接獲一個自稱是中聯辦官員的男子電話，經過電話轉駁後，
有人告訴受害人，指她在內地犯法，要求提供20萬港元的「保證
金」。翌日（24日），一名女子上門向女受害人自稱是香港廉政公
署人員，前來收取「保證金」後離開。幾日後，女事主再接獲電
話，對方聲稱「保證金」並不足夠，要求多加30萬元。女事主在28
日報警求助。29日上午，同一名女子再度上門時，被埋伏的重案組
探員拘捕。當場搜出一張假的警察委任證，及多張假冒內地法院發
出的通緝令及凍結資產令等偽造文件。
周衍鴻表示，這是警方首次偵破冒充中聯辦的電話騙案，現正追

查詐騙集團其他成員的身份。

香港警方首破冒充中聯辦詐騙案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消息，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九
次高官會29日在中國天津舉行。東盟10國高級外交官同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一起，梳理落實《宣言》的有關共識。
下月初，中國與東盟國家還將進行一系列密集會晤。劉振民
29日表達「信心和決心」說，明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對話夥
伴關係25周年紀念，用中國話說是銀婚紀念，雙方將繼續推
動戰略夥伴關係發展。

對南海穩定具里程碑意義
29日，中國和東盟10國外交高官在天津舉行閉門會議。會
議從10時15分一直持續到17時許，隨後劉振民和泰國代表
團團長、外交部副次長諾巴棟聯合主持媒體發佈會。
據介紹，會議批准了2015-2016年落實《宣言》工作計
劃，審議並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第二份共識文件
等。
《宣言》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就南海問題簽署的首個政治文

件，被認為對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會議還敦促盡快商談「中國—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
交高官熱線平台」指針等，並完成組建工作。

為11月領導人會議奠基礎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方面，各方在前期梳理共識有關工

作的基礎上，轉入「重要和複雜問題磋商階段」，包括為
「準則」框架草案梳理共同要素等。
為在「準則」最終達成前有效管控海上局勢，防止不測事

件的發生，各方就制定「海上風險管控預防性措施」交換了
意見。這是中國與東盟溝通南海問題的最新努力。
8月初，中國將獲邀參加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中國—
東盟(10+1)外長會、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東亞峰會
(EAS)外長會和東盟地區論壇(ARF)外長會。
諾巴棟29日說，高官會取得的成果，將為東亞系列外長會

和11月舉行的第18屆東盟-中國領導人會議奠定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消息，落實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九次高官會29日
在中國天津舉行。
海洋問題學者劉鋒說，一些東盟國家對
於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有疑慮，在這些會議
上，中國肯定要面臨這方面的壓力。「看上
去是挑戰，但我認為機遇與挑戰並存，這也
是中國表明自己立場的機會，尤其是在島礁
建設方面，我們可以向外界多做解釋工作，
這有利於中國在南海提供搜救、航道維護等
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和
擔當。」
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普
爾迪亞特諾說，如果南海爆發衝突，印尼仍
將保持中立「無論是否會有援助，我們都將
永遠支持南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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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消息，近日，全國政府網站首
次普查「大考」，交出第一階段「成績單」。今年3月，中
國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開展第一次全國政府網站普查的
通知》，對全國政府網站開展首次普查。從摸底結果看，截
至7月27日，全國共上報政府網站85,737個，其中34,366
個網站完成自查，103個省部級政府門戶網站完成整改，
6,373個政府網站申請「關停並轉」。今後，無維護能力的
基層網站不再單獨建站。
從1998年我國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政府網站上線以來，
全國各級政府網站增長迅速。但近年來，不少政府網站出現
了信息更新不及時、信息發佈不準確、互動情況不回應、辦
事服務不實用等「四不」問題，不僅違背了政府網站設置的
初衷，也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這次普查「大考」，既摸
清政府網站家底，又及時整改「問題網站」，將推動政府網
站建設邁向更規範、更便捷、更高效的「升級版」。

中國政府網站逾六千家關停

中國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趙辰昕表示，國家對
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重大工程包的推動，主要是聚

焦國家戰略需求，創新組織方式，加大支持力度，強化政策
引導，力爭用較短時間實現「五個一批」的目標。

力爭短時間實現「五個一批」
所謂「五個一批」即突破一批重大關鍵技術實現產業化，
建立一批具有持續創新發展能力的產業聯盟，形成一批具有
國際影響力的領軍企業，打造一批中國製造的知名品牌，創
建一批國際公認的中國標準，加快推動我國製造業轉型升
級、由大變強。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蔡榮華表示，這兩年中國
的製造業規模佔全球大概20%左右，居世界首位。
為此，按照《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三年行動計劃
（2015—2017年）》的有關部署，將加快推進軌道交通裝
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電

動）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藥品等六個重點
領域的關鍵技術產業化項目。

集中力量突破實現產業化
蔡榮華表示，中國的製造業門類是最全的。按照中國的統
計分類，工業領域大體分41個大類，扣除掉有7個是採礦
業，剩下的有30幾個是製造業。如果再細一點，按照中類和
小類來分的話，中國的製造業要涉及到幾百個領域。選擇以
上六個領域的原因是該領域的市場潛力大，二是關聯程度
高，跟相關行業關聯度高；三是帶動能力強，對整個經濟發
展帶動能力強；四是這個領域有一定的產業基礎。蔡榮華表
示，選擇六個領域作為突破點是為了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此
六大領域要符合以後的發展趨勢，並且已經掌握了一定的關
鍵技術，有可能在今後取得重大技術的突破，從而實現產業
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中國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蔡榮

華30日上午表示，中國製造業規模佔全球大概20%左右，

名列全球第一位。中國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趙辰昕

還表示，未來中國將推動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重大工程

包，力爭用較短時間實現在重大關鍵技術、打造中國品牌、

創建中國標準等方面實現「五個一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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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網消息，中國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
司副司長蔡榮華表示，國家機器人的檢測與評定中心在今
年年初已經啟動，該中心總部放在上海，於廣州、瀋陽、
重慶設三個分中心，基本上就覆蓋國家機器人主要的生產
區域和使用區域。
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蔡榮華表示，現在中國興起了「機器

人熱」，希望把機器人作為一個發展的重點。對機器人行

業的支持將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如何幫助這個行業
擴大市場消費的角度，通過首台套等一些政策。二是創新
中央資金的使用方式，比如考慮用產業基金的方式來支持
機器人行業的發展。三是要加大金融領域對新興領域的支
持。四是要從擴大國際合作方面，要引進國外一些技術和
人才。通過這幾方面的措施，把機器人產業盡快能夠發展
起來。

重點發展機器人產業重點發展機器人產業

■■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將重點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將重點
發展機器人產業發展機器人產業。。圖為在中國圖為在中國
重汽集團濟南卡車公司重汽集團濟南卡車公司，，機器機器
人在進行焊接作業人在進行焊接作業。。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土耳其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土耳其
總統埃爾多安總統埃爾多安。。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