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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下發《關於積極發揮懲
防職務犯罪職能服務和保障地方換屆選舉工作的意
見》文件，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
主動配合紀檢監察、組織人事部門和換屆選舉機構
維護好換屆工作秩序，依法嚴肅查處和積極有效預
防各類干擾、操縱和破壞換屆選舉的職務犯罪，努
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換屆選舉環境。 ■新華社
第六屆非洲數字電視發展論壇23日在北京舉行。
來自39個亞非拉國家的廣播電視部門及中國政界、
企業界的300多名代表聚集一堂，就未來非洲各國
數字電視發展展開探討。中外代表們為非洲各國政
府制定數字化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新華社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24日前往北

京，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理事會25日舉行的第一次年會。訪京期間，曾
俊華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和亞
投行行長金立群會面。 ■香港文匯報
中國駐哥打基納巴盧總領館24日稱，23日在沙巴
失聯的12名中國遊客已經獲救。23日，1艘載有12
名中國遊客及6名馬來本地居民的快艇，在沙巴著
名旅遊景點美人魚島返回古打毛律縣Rampayan港
口途中，遭遇惡劣天氣失聯。24日淩晨5時，搜救
船在Rampayan海域發現失蹤船隻，18名失蹤遊客
全部獲救。 ■中新社
阿里巴巴集團23日宣佈，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
法院駁回針對阿里巴巴的一項集體訴訟。阿里巴巴
對這一裁決表示歡迎。該集體訴訟的牽頭原告方為
Christine Asia公司和威廉姆．泰。2014年7月16
日，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在浙江召開阿里巴巴行政指
導座談會。原告方認為，阿里巴巴隱瞞了此「行政
程序」，令其在IPO時發佈的申請上市登記表有誤
導性質。 ■新華社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3日宣佈，本月30
日至8月2日期間將進行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按
隨機抽樣方法，抽選了約30萬個住戶，涵蓋全港住
戶約十分之一。結果將於明年2月起分階段公佈。
此次統計設有電子問卷供住戶自行填報，住戶也可
選擇透過面談訪問提交資料。 ■中新社

習近平會見普京 談「一帶一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23日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會見俄羅斯總統普
京。習近平指出，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15周年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20周年之際，
普京總統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
義。中方願同俄方一道，弘揚條約確立的世代友好理
念，增進兩國政治和戰略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推動

兩國發展戰略對接和「一帶一路」建設同歐亞經濟聯
盟建設對接合作，密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協調
配合。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俄方共同努力，為上海合作

組織穩定健康發展發揮積極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要擴大相互支持，通過互利合作強化相互利益融合，
通過對話協商逐步化解矛盾分歧。要推進務實合作，
通過促進區域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激活上合組織務實
合作。要強化安全合作，盡快制訂《反極端主義公
約》，完善禁毒機制建設。要穩步推進組織建設，確
保組織走穩走實，做大做強。

普京願加強中俄雙邊合作
普京表示，我期待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屆時就

推進雙邊關係、加強雙邊合作同習近平主席深入交換
意見。普京表示，上海合作組織在維護地區和平穩
定、促進區域經濟融合方面影響巨大。俄方讚成在上
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開展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
倡議對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電，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塔什干同俄
羅斯總統普京、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舉行中俄蒙元首第三次會
晤。習近平主持會晤，會晤後，三國元首見證了《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
規劃綱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蒙古國海關與稅務總局和俄
羅斯聯邦海關署關於特定商品海關監管結果互認的協定》等合作文件的
簽署。
習近平指出，中俄蒙三方依託互為鄰國的優勢開展緊密合作，積極落

實《中俄蒙發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線圖》，在經貿、人文、過境運輸、旅
遊、體育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和成果。未來三方要積極探討開展跨境經
濟合作區建設，加強產業對接，帶動三國毗鄰地區共同發展。三方要擴
大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合作，共同落實《上海合作組織至2025年發展
戰略》關於「開放和夥伴關係政策」等合作事項，深化過境運輸、糧食
安全、防災減災、能源等重點領域合作。
普京表示，俄方致力於按照三方達成的合作共識，同中國和蒙古國一

道，落實好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簡化邊境口岸手續，推動區
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俄願加強三國人文交流。
額勒貝格道爾吉表示，蒙中俄達成經濟走廊規劃綱要十分重要。蒙方
願同中俄一道，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邊境地區經濟合作。蒙方
希望加強同中俄在農業、救災減災等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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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電，位於
香港九龍灣一棟工業大廈內的迷你
倉21日發生火災，截至目前已燒逾
72小時，但仍未撲滅，23日晚再有
一名消防隊目許志傑被救出時陷入
昏迷，送院搶救終不治，至今火警
已導致2名消防隊員英勇殉職，逾
12名消防員受傷，至截稿前，仍有
兩名消防員在基督教聯合醫院留
醫，情況嚴重。
死者許志傑37歲，23日晚被送至

聯合醫院救治，於9時10分證實不
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表
示，得悉再有消防員殉職，心情十

分沉重，對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他又說，對殉職及受傷消防員及其
家人，港府會全力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消防處處長黎文軒
23日晚間對媒體表示，起火的大廈
三樓有近200個迷你倉，每個倉房
用鐵皮隔開，因此熱力很快擴散。
目前面臨最大困難是逐個剪開鎖
頭，把所有迷你倉打開。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最新消
息，消防人員24日動用9條喉、5支
座地中攻喉筆、4支鋼梯水塔、39
輛消防車及 4輛救護車到現場救
援。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3日，中國國家發展改
革委、財政部、央行、銀監會四部委官員集體現身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回應外界對中國企業債的擔憂。
中國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副司長孫學工指出，從發
展階段來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和追趕性國家，在發展
過程中可能有一個階段杠桿率較高；從金融結構上看，
中國儲蓄率較高，資本市場不夠發達，也導致企業債務
率較高。「所以，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較高有自己的
特殊國情和影響因素，屬於成長中的煩惱。」孫學工
說。
孫學工坦言，債務高企的確對企業和金融部門造成了
負面影響甚至是風險，「但風險總體是可控的」。他表
示，中國商業銀行的撥備較為充足，財務狀況也良好，
完全有能力吸收可能產生的不良貸款損失。

港工廈火災3天未滅 再有消防殉職 四部委回應企業債：風險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電，廣州海關23日通
報，5月29日至6月4日期間，與泰國、越南、柬埔
寨的海關和警方開展國際執法聯合行動，破獲一起
走私冰毒大案，中、泰、越、柬等多國人員參與實
施的跨國走私販毒集團，在中國境內外抓獲各環節
犯罪嫌疑人6名，繳獲冰毒28.438公斤。
5月26日，廣州海關緝私局根據情報反映，判斷

一批出口貨物可能涉毒，正準備以國際貿易方式走
私出境。抓捕行動組在5月尾成功抓獲嫌疑人張燕
和嫌疑人西非籍男子RAMU。經追問，張燕還委託
其他物流公司發運了另外3批貨物，分別運往泰國
和越南。廣州海關迅速將有關情況上報海關總署，
並協調泰國、越南和柬埔寨執法部門展開聯合行
動，並抓獲前來取貨的犯罪嫌疑人3名。

中泰越柬聯手破冰毒大案

龍捲風夾冰雹虐襲中國蘇北
已致98死逾800傷 國務院工作組趕赴災區

■鹽城消防支隊官兵在阜寧縣搶救傷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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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英國揭開歷史新一
頁！經過公投後，過半數選民支持脫歐，英國成
為首個投票脫離歐盟的國家，對歐洲一體化造成
沉重打擊，英國經濟政策、歐洲移民政策、福利

政策等等也將有劇變，為全球金融、股票及外匯
巿場帶來不明朗因素。
公投結果公佈後，首相卡梅倫在唐寧街10號發
表聲明，英國民眾作出了決定，他也須作出自己
的決定：需要一個新的首相來引領這個國家。他
表示將繼續努力在未來幾周至幾個月「穩定這艘
大船」，但在新的形勢下，他不再適合擔任「船
長」。他將擔任首相至10月。
中國外交部24日表示，中方注意到英歐關係公
投結果，尊重英國人民的選擇。中方一貫從戰略
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英和中歐關係，支
持歐洲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希望英歐通過相關
談判早日達成協議。一個繁榮與穩定的歐洲符合

各方利益。至於公投結果對中英經貿關係的影
響，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願與英方共同努
力，維護好、發展好中英關係。中方也願同英方
繼續在各領域推動兩國務實合作進展。至於具體
的雙邊安排，由於結果剛剛公佈，有關國家的相
關部門還將進一步對新情況進行認真研究。華春
瑩指出，中方一貫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願意看
到一個團結、強大和穩定的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
揮重要作用。中方對中歐關係發展前景充滿信
心。
公投結果引發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美
元兌日圓匯率盤中一度跌破100大關，日圓匯率升
至2013年11月以來的最高點，黃金價格的日內最

大波動超過每盎司100美元。股市方面，亞太股市
首當其衝。日經指數24日收盤下跌1286.33點。韓
國股市當天收盤跌幅3.09%。
在香港，港股24日一度急挫超過1,200點，曾低
見19,662點，至尾段跌幅才收窄，收市報跌609
點。英鎊兌港元一度跌穿10.3水平。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24日表示，港元匯
率及利率市場穩定，人民幣離岸市場表現正常，
並無大幅波動。陳德霖表示，香港外匯基金有少
量英國投資，佔總資產比例小，已採防禦措施減
低可能面對的風險。他同時強調，香港銀行體系
有高度流動性，但金融體系十分穩健，有能力抵
禦市場可能出現的震盪。

■英國選民以51.9%對48.1%支持脫離歐洲聯
盟。圖為民眾在倫敦市中心高舉脫歐標語。

中央社

英國脫歐 中方：尊重選擇

23日14時30分許，江蘇鹽城市阜寧、射陽等地出現強雷電、短時強降雨、冰雹、雷雨大風
等強對流天氣，局部地區遭受龍捲風襲擊，造成房
屋倒塌、人員傷亡、道路受阻、農業設施受損等災
害，目前已造成98人死亡，800人受傷。災難發生
後，江蘇省公安廳已調集1,000多警力前往鹽城風
雹災區救援，全力開展人員疏散、現場搜救、道路
疏導等工作。江蘇消防總隊也立即啟動救援機制，
調集鹽城、南通、淮安、揚州、連雲港、南京和消
防總隊培訓基地以及南京士官學校的500多名官
兵，攜帶大量救援裝備，緊急馳援災區。
在陳良鎮等多個受災嚴重鄉鎮可以看到，大量房
屋倒塌、道路和橋樑受損，農業設施受損。目前，
各項搶險救災工作正在緊張有序進行。

習近平李克強指示全力救災
災害發生後，正在烏茲別克斯坦訪問並出席上海
合作組織峰會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國務院派
工作組前往指導搶險救災。要求全力組織搶救受傷
人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並做好遇難人員善
後和受災群眾安置工作。要求有關地方和部門強化

氣象監測預報和地質災害評估等工作。做好重特大
自然災害防範和處置工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
財產安全。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
人員搜尋和傷員救治，抓緊核實受災情況，盡快幫
助受災群眾恢復正常生產生活。民政部要牽頭成立
國務院工作組，立即趕赴現場指導救災。要針對主
汛期各類自然災害多發情況，指導和督促地方切實
做好極端天氣等災害防範應對工作，最大程度減少
因災損失。

啟動國家Ⅲ級救災應急響應
據民政部網站消息，23日20時，國家減災委、民
政部針對江蘇省阜寧縣強對流天氣對受災群眾生產
生活造成的嚴重影響，緊急啟動國家Ⅲ級救災應急
響應。國家減災委秘書長、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率
領由民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城鄉
建設部、衛生計生委等5部委組成的國務院工作組
連夜趕赴災區，指導和幫助地方開展抗災救災工
作，並向江蘇省調撥1,000頂帳篷、2,000張折疊
床、10套場地照明燈等中央救災儲備物資，幫助做
好受災群眾臨時安置工作。

■村民拍攝的
冰雹照片。

香港文匯報

■23日14時30分許，江蘇鹽城市阜寧、射陽等地出現強雷電、短時強降雨、冰雹、雷雨大風等強
對流天氣，局部地區遭受龍捲風襲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23日下午，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射陽縣等地突遭龍捲

風、冰雹、雷雨大風等強對流災害天氣襲擊，部分地區風力達12級。旋風將樹木、電

線塔、房屋紛紛颳倒在地，雞蛋大的冰雹砸中居民和停在馬路上的汽車，報警器的聲

音和人們的呼救聲亂成一團。災害已造成98人死亡，逾800人受傷。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國務院派工作組前往指導搶險救災。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電，記者24日從
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獲悉，江蘇省鹽城市阜
寧縣、射陽縣部分鄉鎮23日遭受龍捲風災害
後，衛計委連夜安排北京、上海、浙江、山
東等地的國家級醫療專家和衛生應急隊伍做
好準備，隨時根據需要赴江蘇災區支援，並
於24日早上從北京、上海派出6名國家級醫
療專家趕赴江蘇指導和協助開展傷員救治工
作。
23日下午，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射陽縣
部分鄉鎮遭受龍捲風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
亡。中國衛計委高度重視，要求江蘇省衛生
計生部門迅速組織全省醫療力量和資源開展
災害傷員搶救工作，全力減少因傷致殘和死

亡，並組織做好國家級醫療衛生力量的支
援。
據了解，災害發生後，江蘇省、市、縣衛
生計生部門立即啟動衛生應急響應機制。阜
寧縣、射陽縣衛生計生系統全面動員，立即
組織開展傷員搶救工作。鹽城市衛生計生委
及時從市本級和鄰近的響水、濱海等縣調集
充足數量的救護車和多名醫護人員趕赴災
區，協助開展傷員現場救治和轉運工作，同
時組織鹽城市和鄰近縣醫院及時收治災區疏
散轉送的傷員。
目前，在各級衛生計生部門和醫療人員的

共同努力下，所有住院傷員已得到積極、有
效的救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鹽城23日遭受龍
捲風、冰雹等災難，記者連夜走訪了鹽城受災最嚴
重的村莊、醫院、幼兒園、學校等地後發現，風雨
肆虐後，傷者中最多的是留守在農村的「空巢」老
人，而坍塌毀殆的多是農村磚瓦房、平房。
從23日開始，鹽城龍捲風冰雹災區的「尋子信

息」傳遍了「朋友圈」：「郭秀華，兒子在南京浦
口監獄工作，名字孔勤松。家在板湖鎮。無聯繫方
式，現在在南縣院7樓。這個人在阜寧災害中重

傷。」這位匆忙中尋子的母親受傷嚴重，被包紮着
下巴。23日下午，在病床上苦苦守候的老人終於等
到兒子歸來。
在阜寧計橋村，一對年過八旬的老夫妻悲痛地坐
在自家的廢墟上。5間房屋倒塌、幾棵大樹倒在門
前、屋內物品被砸毀……想到這些，在醫院住了一
夜後，老兩口強行出院，回到老屋前。老人的4個
兒子都不在身邊，養的10只羊只剩下3只。兩人各
自坐在殘垣斷壁上，默默地流淚。

傷者多為「空巢」老人婦女

京滬6名國家級醫療專家赴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