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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最新發佈的《二十國集團（G20）國家創

新競爭力發展報告（2015-2016）》顯示：
美國、英國、日本位列G20國家創新競爭力
的前三甲，中國排名第九位，是G20國家中
唯一進入前十名的發展中國家。

■香港文匯報
美國智庫組織Reason Foundation的一份

研究報告指出，電子煙將在未來二、三十年
逐步取代傳統香煙，這將能挽救近10億人的
生命，超過亞洲一半的人口。 ■中新社
波蘭共和國25日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成

功發行3年期人民幣主權債券30億元，這是
波蘭首次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國債，也是歐洲
首個主權國家進入中國市場發行的「熊貓
債」。本期債券票面年利率為3.4%，吸引了
境內外投資者踴躍認購，認購額逾59億元，
約為發行額的2倍。 ■新華社
中國城市分級完整名單日前發佈，在新出

爐的排行榜中，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
圳4個「老一線」城市，重新評估得出15個
「新一線」城市，包括成都、杭州、武漢、
天津、南京、重慶、西安、長沙、青島、瀋
陽、大連、廈門、蘇州、寧波、無錫。

■第一財經周刊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消息，25日發現首宗外

地傳入的寨卡病毒感染個案。感染者是一名
38歲外籍女子，本月6日至20日到過加勒比
海聖巴泰勒米島，在當地曾被蚊叮，回香港
後出現關節痛及紅眼。23日在私家醫院求
醫，25日證實對寨卡病毒呈陽性反應，現已
送往聯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新華社
香港勞工處25日宣佈，鑑於香港/日本工

作假期計劃反應熱烈，港府與日本政府達成
協議，將計劃的雙邊年度名額由250個大幅
增至1,500個。年齡介乎18歲至30歲、持有
有效香港特區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而又從未參與有關計劃的香港青年，均
可申請。 ■香港文匯報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發佈的統計數

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總數已
達 7.10 億，19歲以下網民佔全體網民的
23%，其中年齡低於10歲的網民超過2,059
萬。 ■京華時報

泛珠新藍圖謀建世界級灣區

「長征五號」年底前文昌發射
中國最大推力運載火箭 未來將運送火星探測器

中國長征系列火箭家族
■「長征一號」:1970年4月24日成功將「東方紅一號」
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長征二號」:1975年11月26日完成了中國第一顆
返回式衛星發射任務。
■「長征三號」:在「長征二號」基礎上研製成功，增加
了第三級低溫高能液氫液氧發動機。
■長征四號系列:包括「風暴一號」、「長征四號」、「長征
四號A」、「長征四號B」等火箭，擔負地球同步軌道衛
星的備份火箭、發射對地觀察應用衛星等任務。
■「長征六號」:2015年9月20日成功將20顆微小衛星
送入太空，創造中國航天一箭多星發射新紀錄。
■「長征十一號」:2015年9月25日發射，是中國新型
四級固體運載火箭，也是中國新一代運載火箭中唯
一一型固體型號。

■「長征七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為發射貨運飛船而
全新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也可用於發射人
造衛星等其他航天器。

資料來源：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最大推力運載能力火箭——「長征五號」26日從天津港

搭乘「遠望號火箭運輸船」運往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計劃將於年底前擇機實施首飛任

務。具體發射內容，相關部門暫未公佈。分析認為，「長征五號」未來將承擔至少三項重

要發射任務，包括「探月工程三期」、「載人空間站」和「首次火星探測」等。

據了解，「長征五號」是中國目前運載能力最大
的新一代運載火箭，採用全新設計的箭體結

構、動力、電氣和發射支持系統，使用無毒無污染的
液氧液氫和液氧煤油作為推進劑。火箭芯級直徑5
米，捆綁4個3.35米直徑助推器，配置多台氫氧發動
機和液氧煤油發動機，起飛推力超過1,000噸。

進入空間能力提升2.5倍
「長征五號」是中國運載火箭升級換代的里程碑和
重要標誌，實現了中國液體運載火箭直徑由3.35米至
5米的跨越，能夠將中國進入空間能力提升2.5倍以
上，可實現近地軌道運載能力25噸級、地球同步轉移
軌道運載能力14噸級，將承擔後續「探月工程三
期」、「載人空間站」、「首次火星探測」等多個國
家重大科技工程發射任務。
其中，火星探測工程最引人關注。該項目於今年4
月立項，預期2020年前後在海南文昌發射場發射，由
「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將火星探測器直接送入地火轉
移軌道。此次火星探測計劃不僅包括探測火星的形
貌、土壤、環境、大氣，而且要研究火星上的水冰分
佈、物理場和內部結構。這項工程將成為繼載人航天
工程、探月工程之後中國又一個重大空間探索項目。

運載集裝箱總重超千噸
此次裝有火箭產品、運輸保障、測量設備的40件集
裝箱總重量超過1,000噸，約為「長征七號」火箭的
兩倍。本次火箭運輸的一大亮點，是在集裝箱上印製
了暖心祝福標語：「中國大火箭，航天新長征」，
「航天液體動力，托舉長五升空」，「加油！長征五
號」等標語與「飛天仙女」「海南椰林」「火箭模
型」等和航天相關的標誌性圖案相映成趣，突出了
「航天創造美好生活」的主題。

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本次
「喝彩助威」活動是航天文化傳播的一次嘗試，航天
科技發展了，航天文化也要緊隨其後，這是科技與文
化雙向互動的必然選擇。

首次嘗試傳播航天文化
據悉，「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工程於2006年立項研

製開始，2000年先行啟動了120噸級液氧煤油發動機
和50噸級液氫液氧發動機研製攻關。歷經16年艱苦
奮戰，「長征五號」已完成全部關鍵技術攻關、近
7,000次1,000餘項地面試驗以及發射場合練，具備進
行發射任務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8月25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第31屆奧林匹克運
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成員，歡迎體育健兒
凱旋，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中國體育代表團
全體運動員、教練員、工作人員致以誠摯的慰
問和熱烈的祝賀，並向全國體育戰線的同志們
表示親切的問候。
習近平強調，中國體育健兒在里約奧運會上
的出色表現，生動詮釋了奧林匹克精神和中華

體育精神，為祖國爭了光，增強了中華民族的
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國精神的一個
重要體現。
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內，習近平等黨和國

家領導人同代表團成員親切握手，並合影留
念。
習近平發表講話指出，在里約奧運會上，中

國運動員出色完成了各項參賽任務，取得了26
枚金牌、18枚銀牌、26枚銅牌的優異成績，
位居金牌、獎牌榜前列，實現了運動成績和精

神文明雙豐收，續寫了中國體育新輝煌。
習近平強調，體育界有句話：「走下領獎
台，一切從零開始。」希望中國運動員牢記使
命、戒驕戒躁、再接再厲，努力為祖國和人民
贏得更大榮譽，讓體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
添強大中國力量。
最後，習近平用里約奧運會期間人們經常喊

的口號結束了他的講話：「我們的運動員們加
油！中國隊加油！中國加油！」

習近平接見奧運健兒勉「中國加油」

■習近平等會見第3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
全體成員。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首顆高分辨率微波遙感
衛星「高分三號」獲取的首批影像圖，25日
在北京正式發佈。中國國家國防科工局公佈
包括北京首都機場、福建廈門、天津港、洪
澤湖、黃海海域等衛星影像，涵蓋聚束、條
帶、掃描、全極化等「高分三號」載荷典型
成像模式圖像，反映出不同成像模式下地貌
影像特點及海洋環境監測等情況，中國初步
建立全天候觀測體系。專家指出，「高分三
號」獲得的影像圖十分清晰，層次分明，信
息豐富，微波反射特徵明顯。
「高分三號」本月10日成功發射後，經衛

星姿態穩定及狀態建立，於15日首次開機成

像並下傳數據，目前已完成全部12種成像模
式等測試工作。中國國防科工局總工程師田
玉龍表示，「高分三號」對國家東部南部西
部不同的地物特點進行成像，圖像質量非常
清晰，體現了可全天時、全天候成像的特
點，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

標誌全天候觀測體系初步建立
截至24日，「高分三號」已獲取並處理數

據2.15TB，生產2級標準產品426景。未
來，該衛星將開展圖像輻射定標、幾何定標
及圖像質量提升等優化，數據處理能力和任
務規劃能力等地面系統測試工作。工程計劃

在2016年12月完成地面系統測試，隨後轉
入應用測試與評價工作。
田玉龍表示，隨着「高分三號」的升空並

獲得理想數據，中國高分辨率對地觀測體系
已初步建立。從分辨率、譜段、觀測區域這
三個維度來看，高分衛星星座已基本形成。
他認為，高分系列衛星的成功發射並運行，
為中國建設中的國家空間基礎設施打下了堅
實的技術和物質基礎。

高分三號首批影像清晰達標
■「高分三號」獲取的北京首都機場影像。

網上圖片

■「長征七號」26日在天津港吊裝，準備運往文昌。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第十一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
論壇暨經貿洽談會25日在廣州舉辦。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在會上介紹，截至2016年6月，泛珠內地9省區累計吸收的港澳
實際投資達到2,700億美元，佔到內地累計吸收港澳實際投資的
1/3以上。
當日，論壇智庫研討會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初步具備世
界級灣區雛形，如要打造為世界級灣區，需要開展專項規劃，包
括完善綜合交通體系。
據了解，論壇現場簽約9個項目，總金額超千億元人民幣。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透露，前十屆泛珠大會
中累計簽約項目超過 2萬個，總金額超 4.3萬億元人民幣。他表
示，要強化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
系。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鄭德濤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在經濟規模上已經躋身進世界級的灣區」。港澳大灣區是目前全
球最密集的港口群。單是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三地總的吞吐
量可超過世界的三大灣區。同年，粵港澳大灣區內機場的年吞吐
量也已經超過了紐約灣區三大機場吞吐量。

首要需完善綜合交通體
至於如何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鄭德濤認為需要通過專項規劃，
明確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一範圍、戰略目標、重點領域等。對於規
劃的構想，多名專家指出，其首要任務是完善連接粵港澳之間的
綜合交通體。對此，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署長凌嘉勤稱，香港
下一步將加強基建口岸建設，與珠三角其他城市的交通基建相
通；增建鐵路覆蓋網絡，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內的5條鐵路

線將一同上馬建設，未來兩三年全部完成，同時也已經開始規劃
六條新的服務線。

智庫倡建國際港灣聯盟
另外，在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建議

廣東聯合交通部、發改委發起成立國際港灣聯盟。他指，「一帶
一路」沿線的93個城市中有74個屬於港灣區，可作為港灣聯盟
的重要對象。魏建國認為，可定期召開港灣聯盟港口局長會議，
以及港灣物流會議港灣貨運會議等，共同打造「一帶一路」的港
灣經貿合作平台。
此外，他還建議，成立一個由民企和央企共同發起的港灣經濟

合作基金，除了政府領域，也通過民間資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國31個省市近日全部公
開了2016年上半年的GDP數據。數據顯示，有23個省份
上半年GDP增速跑贏全國GDP 6.7%的增速，北京、上
海、吉林三地增速與全國增速持平，只有雲南、河北、黑
龍江、山西、遼寧低於全國增速。
據中國經濟網報道，西藏、重慶、貴州3個省市的指標

領跑全國，GDP增速分別為10.6%、10.6%、10.5%。西部
12個省中除雲南外，其餘省份均超過了全國一季度6.7%的
增速，西部各省的經濟發展勢頭在持續增強。
與一季度GDP增速相比，重慶、西藏、江蘇、海南、河

南、陝西、內蒙古、北京8地上半年GDP增速有所下滑。
江西、安徽、福建、青海、山東、上海、雲南7地的GDP
增速與一季度持平。其它省份的GDP增速較一季度有所增
長。其中寧夏、新疆、甘肅較一季度的增幅較大，新疆上
半年GDP增長8.0%，比一季度的6.9加快1.1個百分點。
在2015年中國31省GDP增速排名中，有5個省份經濟
增速低於6.9%，包括遼寧、山西、黑龍江、吉林和河北，
其中遼寧以3%的增速位列倒數第一。而在2016年第一季
度，這5省再度位列GDP增速後5位，遼寧首次出現負增
長。

吉林兩年內增速首次追平全國
而從上半年的數據看，東三省出現了分化，吉林總體態
勢明顯好於遼寧和黑龍江，上半年GDP增速追平全國水
平，這也是自2014年來的首次，有力回應了對於東北經濟
的唱衰論調。黑龍江省雖然依舊排名倒數，但是相較於一
季度來說也保持了穩步回升的趨勢；遼寧省雖然延續了一
季度負增長的態勢，但是數據也有所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
大校26日表示，空軍航空開放活動「追夢空天」將於9月1日
起在吉林長春舉辦，以紀念東北老航校成立70周年，迎接
1,000餘名新飛行學員加入「藍天方陣」，展現一支戰略性軍
種在改革征程上的使命擔當和強軍夢想。屆時，多次展翅東
海、南海和西太平洋的空軍轟-6K飛機，將首次零距離走進社
會公眾。
申進科介紹，被譽為「戰神」的轟-6K飛機，是中國自行設

計的中遠程轟炸機，主要用於執行遠距精確打擊和臨空轟炸任
務。
2015年，轟-6K飛機4次飛出第一島鏈演兵西太平洋，並亮

相勝利日大閱兵。2016年，轟-6K飛機多次執行南海戰鬥巡航
任務，同時，還多次參加東海防空識別區空中警巡。
與轟-6K飛機一同向社會公眾展示的，還有執行過東海防空

識別區空中警巡等任務的空警-500飛機，參加過勝利日大閱兵

的紅旗-9地空導彈、空降兵步兵戰車等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
部新聞發言人吳謙25日主持國防部例行記者會時，回應關於
中國第一艘國產航母的建造情況等問題，發言人指航母建造
進展順利，國產航母「既有外在顏值，更有內在氣質」。他
還澄清，陸軍現有18個集團軍將縮編成師的消息純屬臆測。
有記者問：網上流傳着這艘航母「高顏值」的照片，顯示

船體裝配已經接近完成，建造工作接近尾聲。請問以上情況
是否屬實？吳謙就此表示，「首艘國產航母的建造進展順
利，正在按計劃推進。」吳謙表示，關於記者提到的「高顏
值」，只說對了一半，我們這艘國產航母「既有外在顏值，
更有內在氣質」。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電，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發改
委、教育部等14個部門25日共同發佈《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
動計劃（2016－2020年）》。《行動計劃》指出，細菌耐藥
最終影響人類健康，但造成細菌耐藥的因素及其後果卻超越
了衛生領域，迫切需要多部門多領域協同謀劃、共同應對。
《行動計劃》從新藥研發、憑處方售藥、監測和評價、臨

床應用、獸藥使用和培訓教育6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指標。計劃

提出，到2020年，爭取研發上市全新抗菌藥物1至2個，新型
診斷儀器設備和試劑5至10項；零售藥店憑處方銷售抗菌藥
物的比例基本達到全覆蓋；健全醫療機構、動物源抗菌藥物
應用和細菌耐藥監測網絡；建設細菌耐藥參比實驗室和菌種
中心；建立醫療、養殖領域的抗菌藥物應用和細菌耐藥控制
評價體系；全面實施中小學抗菌藥物合理應用科普教育等。
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醫療與護理處處長李大川介紹，為

推動細菌耐藥的有效控制，中國還將推行抗菌藥物「負面清
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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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戰神」轟-6K將首次走進公眾

國產航母建造順利 顏值氣質兼備

中國14部門聯手遏細菌耐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