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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院21日稱，其收

治的兩名在18日火車襲擊事件中身受重
傷的中國香港公民身體狀況「基本穩
定」。據該院院長Georg Ertl表示，其中
一位31歲的傷者已能從昏迷狀態中甦
醒，而另一位62歲年長傷者仍處於昏迷
狀態。他指兩人受傷嚴重，康復過程可能
長達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中新社
大陸觀光客團遊覽車火燒車釀26死，

台當局「交通部長」賀陳旦21日表示，
大客車兩側至少各有一個活動逃生窗的規
定，明年將全面實施。他說，目前「交通
部」會緊急稽查遊覽車安全設備是否符合
規範，以獎優汰劣方式，公佈所有遊覽車
資料，由當局、業者與全民共同監督。

■中央社
位於澳門氹仔的北京王府大飯店，被政

府下令從23日起封閉6個月。澳門旅遊局
局長文綺華表示，飯店嚴重行政違法，防
火安全不足，若不採取臨時封閉措施，有
可能嚴重損害公眾利益和造成不能彌補的
損失，對旅客構成安全風險和損害澳門整
體旅遊形象。 ■香港電台
廣東省水利、環保、海事等部門在東江
幹流21日開展聯合執法行動，對非法採
砂、污染水環境及危害水上交通安全等涉
水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記者跟隨執法
隊伍看到，目前東江河道堤防岸灘已進行
了全面整治，東江左岸潼湖鎮段非法搭建
的碼頭、洗石場也已進行清理。■新華社
今年1至6月，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

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分
別為55.3萬、68.3萬和28.7萬件。隨着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與沿線國
家和地區之間的知識產權活動日益活躍。
統計顯示，2015年，中國在「一帶一路」
沿線15個國家申請專利3,287件，沿線41
個國家在華申請專利3,127件。 ■新華社
希臘政府21日宣佈，該國擬於今年8月
份由財政部正式提出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的申請，出資額預計為1,000萬歐
元。聲明指出，亞投行將能夠資助希臘公
司在中東、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實施的項
目，也能夠資助亞洲國家公司在希臘實施
的項目。 ■新華社
英國QS全球教育集團近日發佈最新的

金磚五國400強大學排名，前5名均為中
國大學，其中清華大學位列第一。據介
紹，中國高校在今年的400強排名中佔據
112個名額，比去年增加2所，是金磚五
國中入選學校數量最多的國家。■新華社

中國科技部：將啟量子計算機研發

中國南海軍演 機艦實彈對抗
范長龍視察南部戰區：着力打造「尖刀」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人民網報道，中國海軍南海艦隊航空兵

某師19日至21日在南海某海域劃定演習區域，組織某新型殲擊機千

里機動，展開實戰條件下對海上、岸灘目標實施火力打擊演練，錘煉

航空兵部隊指揮控制、火力運用、應急處置等能力。演練共出動殲擊

機數十架次，發射雷彈數百枚。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近

日也到南部戰區部隊調研，並要求部隊打造能發揮關鍵作用的「尖

刀」力量。

■南海艦隊航空兵某師在南海某海域劃定演習區域。圖為雙機交替掩護。 中新社

■■央視報道范長龍近日調研南部戰央視報道范長龍近日調研南部戰
區時區時，，明確提到軍方要加緊推進軍明確提到軍方要加緊推進軍
事鬥爭準備事鬥爭準備。。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在部隊調研時，范長龍強調，要深刻
認識我國安全面臨的複雜嚴峻形

勢，加緊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各項工作，
確保一聲令下，能夠上得去、打得贏。
着眼應對複雜困難局面，有針對性地研
究戰法對策，修訂完善方案計劃，深化
人員、裝備、保障等各方面準備。深入
開展專攻精練和對抗性演練，着力打造
用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尖
刀」力量。 軍事專家分析，這是新中國
成立以來，軍隊高層首次在南海方向作
出如此具體的戰備指示。
據報道，此次演練是南海艦隊航空兵部

隊年度例行性訓練。在演練開始的前夕，
中國海事網發佈軍事訓練航警，在南海某
海域劃定軍事活動區，該活動區正是該師
火力打擊區。演練的背景是，紅藍雙方艦
艇在南海深處展開激烈對抗，紅方戰機隱
蔽出擊，奪取制空權，並對藍方海上艦
艇、重要設施進行火力打擊。整個演練全
程突出實戰化，完全採取「背靠背」組織
實施，不設方案預案，最大限度檢驗艦隊
航空兵部隊應對各種複雜情況的能力和遂
行使命任務的能力。

戰機超低空飛行避雷達搜索
19日上午7時，一架架戰機掛載各型雷
彈從海南某機場起飛，向預定目標抵近。
為躲避藍方的雷達搜索，紅方戰機採取超
低空飛行和無線電靜默等方式進行隱蔽突
擊。對海實彈射擊是一個危險性大，對飛
行員的技戰術水平、心理素質要求非常高
的課目，尤其是在陌生海域組織訓練。常

年戰備巡邏在南海一線的該師飛行員，面
對接踵而至的「敵情」，沉着應對，在海
空對決中尋找制勝之機。
演練現場，剛完成對藍方海上目標打

擊的紅方戰機編隊，又遭到藍方導彈襲
擊。紅方指揮員沉着應對，通過塔台指
揮各戰機迅速釋放干擾彈進行防護，同
時採取大轉角翻滾等戰術動作，成功躲
避藍方導彈攻擊。見導彈攻擊無效，藍
方飛機迅即升空，企圖對紅方戰機進行
攔截。紅方戰機兵分兩路，一路佯攻，
與藍方戰機展開周旋；一路急速躍升，
利用雲層掩護，快速轉向，向藍方指揮
所上空飛去，並抓住有利時機，對藍方
岸上指揮所進行快速精準火力打擊。
3天的時間裡，該師還進行了超低空掠
海突擊、夜間攻防轉換、自由空戰等實
戰科目的訓練，並將實彈射擊貫穿其
中。師長樂險峰介紹，通過這種緊貼實
戰的演練，進一步檢驗了武器裝備綜合
作戰性能，進一步提升了飛行員技戰術
水平和某新型戰機遠程打擊能力，進一
步增強了海軍航空兵部隊捍衛南海海空
安全能力。

專家：備戰力度前所未有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指
出，最近一段時間，在南海這樣一片不大
的區域，突然如此頻繁地冒出了如此之多
來自美國的大殺器，面對這種情況，中國
軍隊高級將領前去調研，並作出指示。今
後，中國軍隊也將拿出前所未有的力度來
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工作。

東盟會議聚焦南海 王毅將闡述中國立場
香港文匯報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日前發佈《關於經濟建

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大
篇幅涉及海洋開發和維權，備受關注。分析認為，在中國全
力保衛南海主權的大背景下，這份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
央軍委聯合印發的《意見》極具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意見》中稱，中國要統籌海洋開發和海上維權，推進實

施海洋強國戰略。統籌兼顧維護海洋權益，制定國家海洋戰
略，實現開發海洋和維護海權的有機統一。加強行動能力和
保障設施建設，進一步形成黨政軍警民合力固邊戍疆新局
面。同時，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深化國際軍事交流合
作。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方面，《意見》提出的
主要目標是：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
發展格局，使經濟建設為國防建設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質基
礎，國防建設為經濟建設提供更加堅強的安全保障。

中國將統籌海洋開發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理北京報道）中國
外交部 21日發佈消息，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宣
佈，應東盟輪值主席國老撾外長沙倫賽邀請，
外交部長王毅將於7月24日至27日出席在老撾
萬象舉行的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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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卿將訪老撾菲律賓
外交觀察人士指出，南海問題將是今年東盟

系列會議的最大看點，也可以檢視中美階段性
「過招」究竟誰佔上風。美國國務院19日公佈
了國務卿克里下周訪問亞洲的行程，除了到訪

老撾外，克里還將於26日至27日訪問菲律
賓，與總統杜特爾特及菲外長亞賽會面，預料
將會對菲律賓進行施壓。
此前，東盟曾因內部意見不合，放棄發表南

海仲裁結果的聲明，據悉柬埔寨以這是「政治
判決」為理由反對。老撾東盟系列會議公佈的
消息稱，從19日起一連8天的會議十分密集。
25日當地時間上午9時的東盟–中國部長級會議
後，韓國、印度、俄羅斯、加拿大、日本、澳
洲、歐盟、美國、新西蘭將分別和東盟舉行雙
邊部長級會議。26日，中國外長王毅全天參加
的三個外長會，預計他將藉機闡述中國對地區
熱點問題的看法，包括南海及半島問題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證券時報網報道，中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22日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中
國創新成就與未來五年部署有關情況。圍繞深空、深
海、深地、深藍「四深」方面內容，中國科技部副部
長李萌在會上表示，在深藍方面，要繼續部署超級計
算機，形成能力，還要啟動量子計算機研發；在深空
方面，要繼續實施現有的探月工程，還要部署啟動首
次火星探測，推進深空探測；在深海方面，要啟動深
海空間站建設，加強深海探測、深海裝備的關鍵技術
研發；在深地方面，要加強地球深部探測、城市空間
安全利用、深部礦產勘探等方面。

中國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司長許倞介紹，深空方面，
中國載人航天「三步走」的目標是要建立空間站，在
此基礎上，「十三五」期間將考慮啟動火星探測的問
題，在這次重大項目中，我們還在考慮空間開發利用
全方面的問題，如空間飛行器在軌服務、空天地一體
化網絡等。深海方面，一個重點部署的任務就是深海
空間站，要用深海空間站這樣一個系統性的工程來集
成提升中國深海技術和裝備的系統開發與研究。此
外，包括海洋重點裝備研製、深海裝備開發、深海傳
感網絡開發也是要加強研究的重點。
深藍，指的是網絡空間、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領域

的戰略高技術。現在中國的超級計算機在國際上已經
領先，但是現代網絡空間的信息安全與維護問題，也
是當前網絡時代大家關心的重點和難點，也是這次15
個重大項目部署的重要內容。虛擬空間的安全對於國
家權益十分重要。
深地方面，不光是地球深部的礦物資源、能源資源

的勘探開發，也包括在城市空間安全利用、減災防災
等方面內容。對地質的了解是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淺
層一點關乎到城市開發中地下管網、基礎設施建設，
深層關乎國家重要戰略資源和能源開發利用，所以這
項工作對於國家資源開發、城鎮化建設都非常重要。

■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李萌22日
介紹中國創新成就與未來五年
部署情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衛
生計生委21日公佈2015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
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中國居民健康
水準不斷提高，病人醫藥費用漲幅低於城鄉居
民人均收入增長，個人衛生支出比重下降。
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中國居民人均預期壽
命達到76.34歲，比2010年提高1.51歲。嬰兒
死亡率由 2014 年的 8.9‰下降到 2015 年的
8.1‰，孕產婦死亡率由21.7/10萬下降到20.7/
10萬。
2015年，中國居民年均就診5.6次，年住院
率15.3人。根據統計數據，按可比價格計算，
2015年公立醫院次均門診費用上漲4.7%；人均
住院費用上漲5.1%；鄉鎮衛生院門診和住院費
用分別上漲4.2%和6.1%。病人費用漲幅低於城
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

個人衛生支出比重下降
同時，中國個人衛生支出比重繼續下降。根
據全國衛生總費用初步核算，2015年全國衛生
總費用40,587.7億元，其中個人衛生支出佔比
29.9%，比去年下降2.02個百分點，實現了個
人衛生支出比重降到30%以下的「十二五」規
劃目標。統計公報還表明，中國社會辦醫有序
推進，2015年民營醫院佔醫院總數的52.6%，
比上年提高4.1個百分點，非公醫療機構診療量
已佔到全國門診總量的22.3%，多元辦醫格局
初步形成。

200萬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
另外，根據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12月底，
全國共約2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
數據顯示，2015年單獨兩孩政策平穩實施，流
動人口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推
進，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免費服務覆蓋率達
89.2%。同時，計劃生育家庭獎勵和扶助「三
項制度」去年共投入資金112.5億元人民幣（下
同），比上年增加1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台灣領導人蔡英文上任後首次接受外
媒專訪，談及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南海等議題的看法。訪
問蔡英文的《華盛頓郵報》網站21日晚貼出專訪全文，台灣媒體
22日引述了相關報道。
在專訪中蔡英文被問及，「有學者認為，大陸方面為你接受九二

共識設立了期限，這是否是真的？」蔡英文宣稱，「要求台灣政府
違反人民的意願去接受對方設的期限，可能性不大」。有島內媒體
認為，這是蔡英文首次就「九二共識」表態。
蔡英文還稱，台方在兩岸溝通上一直有多種管道，不僅只有官方

聯繫，也有民間接觸。兩岸立場有所分歧，但台方一直「持續努力

讓差距減至最小」，她相信大陸能了解她在5．20時所釋出的「善
意」。
針對蔡英文的有關表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7月22日應詢

表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社會的主流民意，而只有堅
持「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這一政治基礎，才有
可能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馬曉光表示，國台辦與台灣陸委會的聯繫溝通機制、海協會與台

灣海基會的協商談判機制，均建立在「九二共識」這一基礎之上。
只有確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兩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
延續。

國台辦：只有確認一中 交往才能延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交通運輸部網站21日
發佈《航班正常管理規定》。該《規定》就航班延誤時的主體責任
和權益保障作出規範，包括要求航班機坪延誤超3小時須安排旅客
下飛機。該《規定》將於明年1月1日起實施。
《規定》要求，由於機務維護、航班調配、機組等承運人自身原
因，造成航班在始發地出港延誤或者取消，承運人應當向旅客提供
餐食或者住宿等服務；由於天氣、突發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檢
以及旅客等非承運人原因，造成航班在始發地出港延誤或者取消，
承運人應當協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費用由旅客自理。
此外，《規定》還就機上延誤情況作出明確說明，要求延誤期

間，在不影響航空安全的前
提下，承運人應當保證盥洗
設備的正常使用。機上延誤
超過2小時（含）的，應當
為機上旅客提供飲用水和食
品。機上延誤超過3個小時
（含）且無明確起飛時間
的，承運人應在不違反航空
安全、安全保衛規定的情況
下，安排旅客下飛機等待。

中
國
人
均
預
期
壽
命
5
年
提
高
1.5
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在
幹細胞研究領域再獲重大突破。記者22日從該院野戰輸血研究
所獲悉，由該所王韞芳研究員、裴雪濤研究員帶領團隊取得一項
革命性研究成果——他們利用小分子化合物技術，成功將人體胃
上皮細胞轉變成多種潛能的內胚層祖細胞，後者可以被誘導分化
為成熟的肝細胞、胰腺細胞和腸道上皮細胞等，為將來利用幹細
胞技術治療終末期肝病、糖尿病等帶來新的希望。

成功將胃細胞轉換肝胰細胞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細胞—幹細胞》雜誌21日下午在線發表

了這一重要成果，覃金華、王術勇、張文成三位博士是該論文的
共同第一作者。此前，該院劉兵團隊剛剛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關於發現造血幹細胞起源問題的重磅論文。
專家介紹，該項研究突破了經典重編程對轉錄因子的依賴，豐

富了幹細胞再生生物學的理論體系，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利用小
分子化合物誘導人體胃上皮細胞直接轉換為內胚層祖細胞，為成
熟肝細胞、胰腺細胞等內胚層來源的功能性細胞提供了安全、可
控、有效的種子細胞來源，在個性化再生醫學治療、藥物篩選和
疾病模型構建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利用該技術原理，人類有
望實現其他組織細胞的命運轉換，及其特定類型的疾病治療和創
傷組織修復再生。

內地航班管理新規：
延誤3小時須讓旅客下機

■中國交通部21日發佈航班正常管
理新規。圖為航班因天氣延誤在北京
首都機場等候的旅客。 資料圖片

中國幹細胞研究再獲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