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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70周年大會舉辦在即周年大會舉辦在即，，在北京近郊的武警某訓練基地武警升旗儀式護衛方隊積極進行訓在北京近郊的武警某訓練基地武警升旗儀式護衛方隊積極進行訓
練練。。 新華社新華社

■■俄羅斯參閱方隊在進行受閱前的基礎俄羅斯參閱方隊在進行受閱前的基礎
訓練訓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傑尼索夫傑尼索夫
（（右右）、）、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出席發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出席發
佈會佈會，，介紹普京訪華事宜介紹普京訪華事宜。。 中新社中新社

■■民眾紛紛湧進閱兵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民眾紛紛湧進閱兵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人人好人人好
似攝影師似攝影師。。圖為一位媽媽為兩個女兒拍照圖為一位媽媽為兩個女兒拍照。。 中新社中新社

新聞速遞
據天津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天津發佈」消息，

為加快天津港「8˙2」爆炸事故居民室內財產損失評
估，積極做好後續賠償工作，定於8月28日起開展損
失評估工作。 ■中新社
由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承建的喀麥隆南部大區莫
沃莫卡村太陽能電站二期工程27日竣工。喀麥隆水資
源和能源部長巴希爾對華為公司給予喀麥隆可再生能
源方面持久穩定的投資，以及優良的工程建設表示感
謝。 ■新華社
美國媒體27日報道稱，美軍日前在對敍利亞境內的
「伊斯蘭國」武裝進行空襲時除掉了該組織頭號黑客
朱奈德侯賽因。此人據信是「伊斯蘭國」電子軍的頭
目，曾多次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 ■中新社
深圳市零售商業行業協會、深圳市尚可迪商業信息
諮詢有限公司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底，
深圳已開業的購物中心總數量為60個，今年已開業和
計劃開業的購物中心數量預計為14個，總數將增至74
個。 ■中新社
中國集郵總公司、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27日在北京
發佈《中國探月》個性化服務專用郵票。郵票採取
主、附票相連的形式，整體呈蔚藍色調。主票以「月
地」照片呈現，相連的附票為藍色地球圖片，整個畫
面顯得和諧統一。 ■香港文匯報

九月習普會 將簽能源大單
普京全程參加「9‧3」活動 兩國堅定反對篡改歷史

程國平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離不開包括蘇聯
在內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鼎力支持，兩國人民在並肩

戰鬥中結下深厚友誼，也為當今的中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傑尼索夫指出，兩國領導人
互相出席衛國戰爭勝利及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相關活動，
是向國際社會發出明確信號：俄羅斯和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喪
失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兩國要堅定不移地反對所有篡改歷
史的企圖。

哈爾濱將設俄駐華總領事館
程國平稱，在中方接待普京的整個過程中，充分體現出兩

國元首深厚的個人關係。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透露，此
次簽署的協議中不僅有能源及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更將
在哈爾濱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互設總領事館，以加強雙方政府
間合作。
據傑尼索夫介紹，普京將於2日下午抵京，並於當日晚上應

習近平邀請出席活動，3日晚間將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參加東
方經濟論壇。他表示，雙方正就20多個協議進行磋商，其中
大部分是兩國政府及部門之間的協議，另一些則是企業、銀
行之間的協議，而無論哪種協議，毫無疑問都涉及「能源」
這個重頭戲。「我可以確認，幫助中俄推動能源合作的協議
一定會被簽署，只是此協議會在最後時刻被確認，」傑尼索
夫稱，「因為規模非常大。」他同時提醒大家，應將眼光適
當放在其他領域的合作上，如金融、交通、物流、政府間合
作等領域，「我們將在哈爾濱設立俄羅斯駐華總領事館，按
照雙方共識，中國同樣會在俄羅斯境內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開
設總領事館。」他還透露，此次雙方政府間的合作，不僅限
於總領事館，但具體簽署哪些協議還需待9月3日才能知曉。

明年兩國經貿額預料將達千億美元
傑尼索夫表示，雖然經濟危機令中國股市及貨幣匯率受到
影響，但這兩項因素只是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我個人對
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他指出，中俄過去10年間雙邊
貿易額以每年23%左右的速度增長，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非
常難得的，而去年差一點就達到了1,000億美元的貿易水平，
「雙邊正處在貨物貿易向項目貿易轉型的重要時期，目前有
60多個大規模的項目已經在進行中，不管在雙邊還是多邊框
架下，合作都非常積極。」程國平亦對中俄兩國的經濟合作
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兩國貿易明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的
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程國平日前在俄使館表示，普京總統將參加整個「九

三」閱兵紀念活動，目前俄羅斯事務組正與中國外交部

禮賓司對接普京在華的具體日程。除閱兵活動外，他還

透露，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設宴款待普京，並與普京進行

規模不等的多次會談；兩國元首還將簽署20多項合作協

議，包括備受關注的能源合作大單。

潘基文確定出席閱兵 將與習李會晤

中俄關係處最理性時期
13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報道，中國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范麗青28日
證實，連戰及台灣社
會各界人士代表將應
邀出席抗戰勝利70周
年紀念活動。據台灣
媒體報道，連戰將赴
北京參加抗戰勝利70
周年紀念活動，期間
將與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會面。
連戰的這趟行程大
約規劃四到五天，期

間將與習近平見面，這也將是連戰在2013年和
2014年之後的第三次「習連會」。連戰核心幕
僚張榮恭說，連戰此行一是紀念抗戰勝利，同時
又是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期許，就像國民黨也舉辦
抗戰勝利70周年的紀念活動，「兩岸只是在不
同活動場合上表達同樣的意思，也就是對兩岸和
平的相互呼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教授
李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俄關係目
前處於最理性、最正常的時期，亦即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李瑋稱，此次雙方元首攜手在彼此國家先後閱兵，

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除要宣告戰後秩序不
可被破壞外，更多是出於世界格局制衡的考量。她
說，「西方對俄制裁的情況下，俄羅斯只能向東看，
尋求中國的支持。而從世界格局看，美國一家獨大，
因此，中俄兩國有必要、也必須站在一起，去制衡另
外一種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辦公
室27日宣佈，潘基文秘書長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
請，將於9月2日至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參加於9
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紀念活
動和觀禮閱兵。

通告說，在北京的訪問期間，潘基文秘書長將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劉延東以及外
交部長王毅舉行會晤，討論雙方所關心的議題，包括聯合
國成立70周年、氣候變化和即將於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可持
續發展峰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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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 資料圖片

中泰鐵路料10月底動工

香港文匯報訊 中鐵建（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朱錫均26
日在泰國曼谷表示，中泰鐵路合作至今為止已經舉行了六輪會
談，雙方擬於9月上旬簽署中泰鐵路合作的政府間框架協議，
預計10月底進行開工典禮。
中泰計劃在3年內完成鐵路建設，中泰鐵路合作將給泰國經
濟社會發展帶來實惠。中泰鐵路建成運營之後，從雲南昆明到

曼谷的往返鐵路票價約為每人3600泰銖（折合647元人民
幣），相當於飛機票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貨運費用相當於航
空費用的九分之一。每年或將為泰國增加200萬中國遊客，為
泰國農產品出口進一步提供便利，使得泰國成為東盟的交通樞
紐中心。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泰使館臨時代辦吳志武表示，中泰鐵
路合作是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泰國巴育基礎設施建設規
劃之間，有效對接的範例。在此基礎上，中泰雙方還可以繼續
加強在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大項目方面的合作。
吳志武還表示，除了基礎設施領域之外，中泰在未來一段時
間還可以在以下領域深挖經貿投資合作。首先，在泰國有需
求、中國有優勢的裝備製造業方面，中泰可以加強在建築工
程、鐵路配套設施、新型巴士等方面的裝備製造合作。
其次，中國可以幫助泰國的「綠色發展」，雙方應加強在環
保、垃圾發電、太陽能、遙感通訊衛星、4G技術方面的合作。
另外，中國可以在泰國進行就地農產品深加工，提升泰國在
農產品加工國際產業鏈上的位置，深化中泰經貿合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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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著名景點大皇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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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近
期網上流傳「解放軍坦克大批向中朝邊境
進發」一事，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
軍27日表示，有關報道不符合事實、純
屬炒作，當前中朝邊境保持總體穩定。
楊宇軍於當日舉行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

上，就記者關注近期互聯網上流傳大量照
片，顯示解放軍坦克大批向中朝邊境進發
表示，「有關報道是不符合事實的，純屬
炒作」。當前中朝邊境保持總體穩定，中
國邊防部隊始終保持着正常的戰備和訓練
狀態。
楊宇軍強調，中方已經多次闡明了中方

在朝鮮半島局勢問題上的有關政策立場。
中方一貫堅持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同
時致力於與有關各方一道共同維護朝鮮半
島和平穩定的局面。
在回應「朝鮮未派軍方代表團參加中國

閱兵」的提問時，楊宇軍對於朝鮮未派軍
方代表團參加中國閱兵一事表示，有些國
家是由國家領道人或者政府領道人參加中
國相關紀念活動，有的國家是由軍隊領道
人率觀摩團來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也有一
些國家軍隊還派遣了方隊或者代表隊來華
參加閱兵。他強調，「不論是誰，凡是來
的，中方都表示歡迎。不來的，中方也尊
重他們自己作出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葛沖北京報道)中國
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楊宇軍大校27日宣佈，經與澳大利亞和
美國防務部門商定，中澳美陸軍於8月27
日至9月14日在澳大利亞達爾文舉行「科
瓦里-2015」三邊聯合訓練，中澳陸軍將於
9月20日至28日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和悉尼
舉行「熊貓袋鼠」雙邊聯合訓練。

中美澳軍隊三邊聯合訓練
新新《《廣告法廣告法》》規規範範「「朋友圈朋友圈」」廣告廣告

國慶出境遊大熱 機票價格漲逾5成
港澳辦官員晤香港民主派

香港文匯報訊 據雲浮在線報道，9月1日起，新《廣告
法》中將明確規定，自然人在自媒體發佈廣告同樣需要承
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經常玩微信「朋友圈」的網民們需注
意，搶了紅包幫轉廣告或惹糾紛。
近年伴隨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微博微信大流行，微信朋
友圈、微博的廣告也越來越普遍。有的市民甚至在微信群
中發紅包並要求搶到紅包的朋友幫忙在朋友圈發佈廣告，
搶到紅包者雖只搶到「幾毛錢」的紅包也只能礙於面子幫

忙轉發廣告信息。但是，因為這種隨手轉發廣告而引起的
矛盾糾紛也越來越多。
北京市東元(深圳)律師事務所趙波律師指出，新《廣告
法》9月1日起實施，在新《廣告法》第二條中，對於廣告
發佈者的範圍，由之前舊廣告法規定的「法人或其他經濟
組織的範圍，已經擴展延伸到了自然人，也就是說，新廣
告法規定，自然人也屬於廣告的發佈者，自然人在自媒體
發佈廣告同樣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據《羊城晚報》報道，中國今年中秋節放假
時間為9月26日、27日，國慶節放假時間為10月1日至7日，
不少市民選擇28日、29日、30日請年假，這樣就可拼出12天
長假，而不少市民選擇出國旅遊，數據顯示，今年國慶長假期
間的國際機票均價與淡季相比漲幅逾五成，部分熱門航線機票
均價環比漲幅超200%。
截至27日，據攜程旅行網統計數據顯示，與淡季相比，國
慶期間國際機票預訂價格環比漲幅達54%。其中，熱門航線

的價格漲幅尤甚，其中，從北京、廣州出發飛往新加坡的機票
均價環比漲幅均超200%，國內主要城市飛往台北、大阪的機
票均價環比漲幅均超100%，飛往普吉島的主要航線機票均價
漲幅約為40%。國慶出境遊機票預訂排行榜榜單上，香港、
台北佔據冠亞軍，是國慶出境遊最熱門地區；受韓國旅遊人氣
回暖影響，首爾再次躋身出境遊機票預訂前三，獲季軍地位；
而受泰國爆炸案影響，曼谷排名首次在節假日出境遊機票預訂
排名裡跌出前10。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
28日就該辦副主任馮巍與香港民主黨會面發表談話。該發
言人表示，馮巍在26日訪港期間，與香港民主黨領導層進
行了會面，就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交換意見。中
央政府官員與香港社會各界各政團以不同的方式會面、聽
取意見是正常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