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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30日致電杜特爾特，祝賀其就

任菲律賓共和國第16任總統。習近平在賀電中表示，中菲
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睦鄰友好是兩國關係上千年的歷史
傳承，也是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 ■中通社
國際移民組織6月30日舉行特別理事會，通過決議批准

中國、索羅門群島和圖瓦盧的加入申請，使該國際組織的
成員國總數增加到165個。 ■新華社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6月30日透露，根據2015年
上合組織成員國國防部長聖彼得堡會議達成的共識，成員
國軍隊將於今年9月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
習，中國軍隊將組隊參加。根據方案，各方分別派陸軍、
空軍力量參演，總兵力約1,100人。 ■中新社
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聯合主辦的第

七屆香山論壇將於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與會代表
將圍繞軍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合作應對亞太安全新挑
戰、海上安全合作、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及應對等問題交換
看法。 ■中新社
受連日強降雨影響，7月1日5時30分左右，中國貴州畢

節市大方縣理化鄉偏坡村金星組發生一起山體滑坡災害。
經初步核實，山體滑坡已造成金星組10戶29人被埋。至截
稿前，已搜救出9人，其中1人已無生命體徵，另外8人被
送往醫院救治。 ■新華社
希臘議會當地時間6月30日晚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

批准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收購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
口管理局多數股權的協議。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在海外接管
整個港口。 ■中新社
台灣軍方7月1日在「金江艦」實施甲類操演驗收，因操

作人員未按正常程序操作，「雄風三型」導彈於上午8時
15分發生誤射，8時40分掉落澎湖外海，飛彈貫穿一艘漁
船，造成1名船長身亡，3名船員受傷。 ■綜合報道

中國國防部：捍衛主權寸土必保

香港特區政府7月1日在金紫荊廣場上舉行隆重的升旗
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同時，今年共有310
位香港各界人士獲頒授勳銜及嘉獎，在撲滅上月迷你倉大
火中殉職的兩位消防員獲追授金英勇勳章。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防
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在6月 30日召開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
指，美國艦機頻頻到南海來，無非就是想
炫耀武力，干擾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的決心與意志，中國將寸土必保。他強
調，中國軍隊有能力維護主權安全和領土
完整。
據人民網6月30日報道，對於記者提問

指「美國有3艘宙斯盾驅逐艦在南海地區巡
邏，有分析認為是針對南海仲裁案對中國
施壓，中方有何評論」，吳謙回應指，美
方此舉是在南海搞軍事化，威脅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不過美方這是打錯了算盤，中
國軍隊歷來「不怕鬼、不信邪」，「不是
中國的我們一分不要，該是中國的我們寸
土必保，這是中國意志和能力的必然選
擇。」
此外，吳謙指，中方一貫主張由有關直

接當事國通過雙邊談判和平解決爭議，不
接受任何第三方爭端解決的方式，不接受
任何強加於中國的爭端解決方案。中國對
於包括仁愛礁在內的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
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軍隊也有決
心、有能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的
完整。

香港文匯報訊 據軍情觀察者網消息，中
國政府多次鄭重聲明，菲律賓單方面提出仲
裁違背國際法，仲裁庭對此案沒有管轄權。
無論仲裁庭作出什麼裁決，都是非法無效
的，中國不承認，不接受。
長期在菲律賓外交部從事海洋工作的菲律

賓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書長阿爾韋托．埃恩
科米恩達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阿基諾
政府時期的外交部稱，中菲進行了數十次談
判但未能解決爭端，只得提起仲裁。這是外

交部在撒謊，因為當年正是他負責這方面的
工作，對來龍去脈很清楚，中方一直試圖與
菲方談判，但菲方一直沒有回應。
菲律賓《旗幟報》專欄作家羅德．卡普南
也刊文說，阿基諾政府決定將南海問題提交
仲裁庭，把菲律賓送上一條不歸路，菲律賓
因此喪失了與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分歧的
渠道。阿基諾政府沒有認識到，只要保持談
判渠道的暢通，彌合分歧的可能性就會存
在。

菲前外交官談仲裁案：我們撒謊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電，美國國務院最近發佈
《2016年度販運人口報告》。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6
月30日表示，特區政府強烈反對報告對香港的評
級，極度遺憾報告對香港打擊販運人口的努力視若無
睹。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尤其不能接受報告所指香港
是「販運男性、女性及兒童被迫作色情賣淫及強迫勞
工的目的地、轉運地及來源地」。報告對特區政府並
不公允，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打擊販運人口活動。
發言人強調，自2015年起，特區政府執法部門按
程序識別販運人口受害人。自2015年4月至2016年2
月，香港執法部門為超過7,000人次的性工作者、非
法勞工及非法入境者進行有關識別，當中發現16名
受害人。在受害人的協助下，8名罪犯已經被檢控並
被判入獄，另有3人在報告期內等候審訊或判刑。
發言人重申，目前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犯罪集團以香
港作為販運人口的目的地或轉運地，販運人口在港亦
非普遍或常見。特區政府將持續推出措施加強打擊販
運人口，執法部門也會嚴正處理任何舉報，並與各國
領事館及非政府組織密切聯繫，聯手打擊有關罪犯。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中國內地官方近日發佈了江
西、青海、山西三省省級黨委一把手變動的消息，省級
大員又迎來一波調整高峰。據內地媒體統計，最近兩年
內，在省部級官員人事變動中，10餘省份的省級黨委書
記已經換人。
官方最新消息，決定任命鹿心社接替強衛任江西省委
書記，王國生接替駱惠寧任青海省委委員、常委、書
記。駱惠寧則接替王儒林擔任山西省委委員、常委、書
記。
加上此番江西、青海、山西省委書記換人，今年以

來，已有5省調整省委書記。包括今年3月，謝伏瞻接替
郭庚茂任河南省委書記，婁勤儉接替趙正永任陝西省委
書記。
從更長的時間段觀察，十八大前後，省級地方黨政

「一把手」曾進行過一輪密集人事調整，此後一年多，
涉及省級黨政「一把手」的調整並不多。不過從2014年
9月王儒林由吉林調任山西算起，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
已有12個省的省級黨委書記出現人事變動，包括山西、
吉林、雲南、天津、遼寧、安徽、貴州、河北、河南、
陝西、青海、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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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網報道，7月1日起，中國大中城
市和有條件的縣市啟動居民身份證異地受理工作，將歷年
積累的居民身份證丟失補領信息及時導入全國居民身份證
掛失申報系統，對收到的丟失、被盜居民身份證妥善保管
並將信息錄入全國居民身份證丟失招領系統。

網絡支付新規同步實施
此外，《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7月
1日正式生效，未進行實名登記用戶，其支付寶、微信賬
戶將受限。支付賬戶須嚴格實行實名管理，並按照三類支
付賬戶分級管理。如果用戶身份驗證情況未達到《辦法》
所規定標準，會影響支付賬戶部分功能使用。
騰訊方面表示，7月1日後如果用戶不實名，微信支付
功能可能受到限制。也就是說，通過微信付款、使用零錢
發紅包等功能可能也會受到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6月29日下午，佛羅倫薩
衛生局官員與警察在市郊一處華僑工廠進行例行檢查
時，與華僑發生爭執並引發衝突，造成包括兩名華
僑、兩名意大利警察在內的數人受傷。中國駐佛羅倫
薩總領事館6月30日表示，關於意大利警方與華僑發
生衝突一事，領館方面已要求意警方文明執法、妥善
處理，而華僑華人也應理性維權。
中國駐意使館臨時代辦亓菡表示，中國僑民是意大

利重要外國移民群體，長期以來為意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了積極貢獻。希望意方高度重視華僑華人合理訴
求，盡快調查有關情況，保障旅意華僑華人的合法權
益和安全，為他們在意工作和生活營造良好環境。
中國駐佛羅倫薩總領館稱，將繼續與意大利官方交

涉，促使事件得到公正合法解決，確保華僑華人的合
法權益得到保障。

新規實施 身份證可異地辦理 意國警方與華人發生衝突

■美國國務院最近發佈《2016年度販運人口報
告》。 美國國務院網站截圖

中國對外開放支持各國發展
中國共產黨慶祝建黨95周年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中國有信心為人
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新華社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使具

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
向現代化；使具有60多年歷史的新中國
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這個世
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30多年裡
擺脫貧困並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
展奇跡。

為社會制度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習近平說，歷史還告訴我們，歷史和
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事業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
永不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
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
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紮根中國大地、吸納人類文
明優秀成果、獨立自主實現國家發展的
戰略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
搖。
習近平指出，全黨必須牢記，我們要
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
他什麼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
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
索提供中國方案。

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
習近平指出，今天的人類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有條件共同朝着和平與發展的
目標邁進。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
理體系對世界好、對世界各國人民好，
要由各國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說了
算，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中國將積極
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
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同世界各國人民
一道，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願
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構建以
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
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關於外交政策方面，習近平指出，中
國堅定不移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在「一帶一路」
等重大國際合作項目中創造更全面、更
深入、更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中國對
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
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範
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
營造自己的後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
享的百花園。

不覬覦他國 不放棄正當權益
習近平強調，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
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中
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
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
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
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
政，反對以強凌弱。
習近平說，中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不
嫉妒他國發展，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
權益。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
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
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
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苦果。
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將在獨立自
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
部事務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各地區政
黨和政治組織發展交流合作，促進國家
關係發展。
（講話全文請見文匯網：www.wenweipo.
com）

香港文匯報訊 7月1日上午10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習近平在總結歷

史的基礎上，提出三個「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習近平說，中國

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談及外交政策，習

近平強調，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謀求勢力範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

展。中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任何外國不要

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香港文匯報訊 在談及港澳台事
務時，習近平指出，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進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
求。
習近平說，「一國兩制」在實踐
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具有
強大生命力。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
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我們將
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
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支持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
進民主、促進和諧。
關於兩岸發展，習近平說，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是維護兩岸和平、促

進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
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統一的光明大
道。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
礎。

中華民族決不答應「台獨」
習近平明確強調，我們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勢力。對任何人、任
何時候、以任何形式進行的分裂國
家活動，13億多中國人民、整個中
華民族都決不會答應！兩岸同胞是
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
的一家人。
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
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兩岸雙
方應該胸懷民族整體利益，攜手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
同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威
脅就是腐敗。管黨治黨，必須嚴字當
頭，要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
局、中央委員會抓起，從高級幹部抓
起，堅持對腐敗零容忍，讓腐敗分子在
黨內沒有任何藏身之地。
習近平說，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

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
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
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
習近平指出，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

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
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實踐證明，只要真
管真嚴、敢管敢嚴，黨風建設就沒有什
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己不正，焉

能正人。」我們要從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抓起，從

高級幹部抓起，持之以恆加強作風建
設，堅持抓常、抓細、抓長，使黨的作
風全面好起來。

要讓腐敗分子無處藏身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面

臨的最大威脅就是腐敗。黨的十八大以
來，我們黨堅持「老虎」、「蒼蠅」一
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得到發揮，
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
敗鬥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各級領導
幹部要牢固樹立正確權力觀，保持高尚
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組織、敬畏
法紀，做到公正用權、依法用權、為民
用權、廉潔用權，永葆共產黨人拒腐
蝕、永不沾的政治本色。我們要以頑強
的意志品質，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
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懲，讓腐敗分子
在黨內沒有任何藏身之地。

對「一國兩制」信心決心絕不動搖最大威脅是腐敗 必須從嚴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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