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馬澳中宣佈暫停搜索馬航MH370
苦等三年未果 家屬斥涉事公司無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在馬航MH370航班

消失近三年之際，澳洲馬航370客機聯合搜救中心17日發佈馬來

西亞、澳洲和中國三國聯合聲明，宣佈於當日正式暫停（sus-

pend）對馬航MH370客機的水下搜索。苦苦等待近三年，最終

仍未能等到明確結果，馬航MH370客機乘客的家屬內心充滿了失

望。他們要求三國政府、馬航和波音出資以令搜索工作得以繼

續。

馬航MH370事件簿
2014年

3月8日 一架載有239人（其中154名為
中國乘客）從吉隆坡飛往北京的
馬航客機MH370當日凌晨起飛
不久後，於1時22分在南中國海
越南管轄海域與地面失去聯繫。

3月24日 馬來西亞總理召開新聞發佈會
指 MH370 航班最後終結於
（ended）遠離陸地的南印度洋
上。

5月1日 馬來西亞公佈MH370初步調查
報告，但未提及具體失聯原因。

2015年

1月29日 馬國民航局正式宣佈馬航
MH370航班已確認失事，並推
定機上所有人全部罹難。

8月6日 馬國當局確認在法屬留尼旺島
發現的飛機殘骸屬MH370航班
客機。這是該航班失聯以來，
首次有確鑿證據證實其已失事
墜毀。

2016年

7月22日 馬國、澳洲和中國交通部長宣佈
在完成對馬航MH370的現階段
搜尋後，將暫停所有搜索工作，
直至新的有力證據出現為止。

2017年

1月17日 馬國、澳洲和中國發表聯合聲
明，宣佈馬來西亞MH370客機
水下搜索於當日正式暫告中止。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原定於2014年3月8日從吉隆坡飛

往北京的馬航MH370於當日凌晨

1時22分在雷達上消失，客機上共載

有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其中包括

154名中國籍乘客。經過一年多的搜

索，馬來西亞民航局在2015年1月29

日宣佈該航班客機失事，並推定機上

所有人員遇難。

欠新證據確定飛機位置
這份17日發表的聲明表示，最後

一艘搜索船本月17日已完成對南印度

洋12萬平方公里海域的水下搜索，但

是仍未發現馬航MH370客機。根據

2016年7月22日馬來西亞、澳洲和中

國三方交通部長會議發佈的聯合公

報，如果在劃定的12萬平方公里優先

搜索區域內未找到馬航MH370客機殘

骸，並缺乏新的可靠證據，搜尋行動

將中止。

聲明指出，儘管搜索採用了最先

進的科技手段，並聽取了相關領域專

業人士的建議，但遺憾的是，仍未能

搜尋到飛機殘骸，亦未沒有發現新的證

據可以確定飛機的具體位置。但是聲明

最後也提到“我們仍然希望，將來某一

時刻出現新的信息，從而找到飛機”。

馬航MH370客機乘客家屬其實只

是想要一個親人下落的明確答案，但

這似乎成為了一種奢求。家屬姜輝頗

為無奈地說，這樣一個結果真的無法

讓人釋懷，無法走出來去開始新生

活。憶及不知身在何方的母親，他充

滿思念與苦澀地說：“我現在很想看

登機錄像，想再看到媽媽的樣子。”

家屬籲馬航資助繼續搜
作為家屬代表，姜輝還匯總了大

部分家屬的訴求。“首先感謝所有參

與搜尋的國家，但由於調查的不充分

及不透明，浪費了納稅人的錢，這個

結果我很失望、氣憤。”姜輝強調，

暫停搜索是對家屬的傷害，也是對納

稅人的不負責、對國際航空安全的不

負責，更違背了各國政府對世界作出

的不間斷、不停止、不放棄的承諾。

家屬們要求三國政府繼續出資協助搜

索，要求潛在的責任人馬航和波音出

資提供幫助。“我們認為缺乏資金是

暫停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人類技術手

段達不到。在搜尋MH370中，波音、

馬航一分錢都沒有出資，而法航447是

空客公司出資1/3最後找到了飛機。”

姜輝說。

馬航 MH370 失蹤事件可謂現代

航空史上最大的空難謎團之一。自客

機失蹤以來，多國政府組織了數百人

隊伍在數千平方英里的偏遠海域開展

了漫長且艱難的搜索工作。有統計

稱，對馬航MH370的搜索工作至今

總共花費了約1.5億美元，成為航空

史上成本最高昂的空難搜救。

日酒店放右翼書籍
中促教育正確史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日本

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翼書籍的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7日表示，這再次表明

日本國內一些勢力始終不願正視歷史，甚至企

圖否認和歪曲歷史。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確

的歷史觀教育國民，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

國和國際社會。

華春瑩說，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這再次

表明日本國內一些勢力始終不願正視歷史，甚

至企圖否認和歪曲歷史。她表示，強徵“慰安

婦”、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

軍國主義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是國際社會

公認的歷史事實，鐵證如山。

緬北再起軍事衝突
中方：未阻邊民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緬

甸使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並未阻止緬方邊

民入境避戰，一直在向緬方避戰邊民提供食品

藥品等援助。

有記者提問，據緬甸媒體報道，緬甸國防

軍和克欽獨立軍（KIA）近日在緬甸北部的克

欽邦歪莫鎮區發生衝突，導致當地邊民約4千

多人逃離，意欲到中國境內避難，但被中方拒

絕。中方對此有何評論？中國駐緬甸使館新聞

發言人表示，據了解，緬地方當局已加強對其

避戰邊民的安置和管理，要求不到萬不得已不

到中國境內避戰，中方並未阻止緬方邊民入境

避戰。事實上，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中方一直

在向緬方避戰邊民提供食品藥品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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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克欽邦最近再起衝突，不少當地民眾
走到中國避難。 法新社

■聲明指缺乏新證據以確定飛機位置。圖為去年
法屬留尼旺島居民發現的疑似MH370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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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馬澳17日發聯合聲明宣佈暫停馬航MH370的搜索工作。圖為早前澳洲海軍進行搜索工作的
情況。 美聯社

■有家屬聽到暫停搜索的消息後不禁痛哭。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市六屆人大三次會議17日

閉幕。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在談及進

一步加強深港合作時，廣東省委常委、市

委書記、市長許勤在記者會上表示，世界

科技產業創新將迎新一輪集中爆發，深港

合作吸引國際創新資源已成為兩地重要優

勢，將藉河套地區創新科技園區建設推動

兩地發展，打造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同時，許勤強調，深圳今年將加強彌補

“基礎研究”的短板，集中建設數學、醫

學等十大基礎研究機構，從而應對新一輪

的創新驅動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佈局，搶抓

科技發展的機遇。

該場記者會是許勤擔任深圳市委書記

兼市長後的首場記者會，也是許勤擔任深

圳市市長以來參加的第七次記者見面會。

許勤在回答香港文匯報提問時指出，

深港合作過去在深圳特區發展經濟史上尤

為重要。從最早的一般貿易即加工工業到

現在科技、產業、環保、基礎設施等眾多

基礎領域深度合作。今年年初兩地簽署關

於河套地區的協議（即《關於港深推進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共 同 發 展 的 合 作 備 忘

錄》），計劃將此區域及深圳河北部大約3

平方公里的地區建設成深港合作的創新園

區。

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許勤強調，深港合作潛力巨大，雙方

共同聯手能聚集更多國際創新資源。深圳

將按照簽署的協議與雙方議定的重要事項

推動雙方合作，在“一國兩制”及粵港經

濟方針的指導下，通過兩地科技創新城區

的合作進一步推動兩地經濟、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

近年來，深圳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發展

成績引起國際關注。國家“十三五”規劃

中明確支持珠三角地區建設開放創新轉型

升級新高地，加快深圳科技、產業創新中

心建設。

強調彌補“基礎研究”短板
許勤指出，現在世界經濟和科技發

展，接下來可能會看到技術的集中爆發，

包括互聯網發展、火箭回收、石墨烯等新

材料的發展，可能會對全球的經濟結構、

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產生深遠的影響。深

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十大行動

計劃”，正是對新一輪的創新驅動發展和

產業升級的佈局，搶抓科技發展的機遇。

許勤強調，過去深圳擅長應用研究，

但基礎研究是“短板”，“不像北京、上

海等有很多大的科學院所，包括數學研究

所、材料研究所等。”為此，深圳提出要

建設十大基礎研究機構，在數學、醫學、

科學等領域均要加強基礎研究。

此外，深圳還面向科技產業的專項，

把機器人、石墨烯、手機移動通信、金融

科技、虛擬現實等作為產業的重點培育，

即從科研到產業科技的應用都進行專項的

支持，計劃今年新增眾創空間40家以上、

創客服務平台10家以上，同時構建國際協

同創新平台，年內啟動4個海外創新中心建

設。

許勤：深港合作吸引創新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工業4.0”浪潮席捲全

球。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17日表示，

深圳正在通過創新和科技驅動，增強製造

業競爭力，使深圳的實體經濟取得更加高

質量高標準的發展。深圳已將質量作為供

給側主攻改革的方向，用質量優勢對沖成

本上升的劣勢，從經濟的發展質量上支撐

轉型經濟的發展、支持經濟效益的增長。

從經濟結構看，目前，深圳工業是以

先進製造業為主，先進製造業佔工業比重

的70%，現代服務業佔服務業比重70%。

從創新質量上看，研發投入由2010年333

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16年超過

800億元，佔GDP比重超4.1%，和全球排

名第二的韓國水平相當。

許勤表示，深圳即將推動十大製造業

創新中心建設，力推製造業走向精密製

造、智能製造和高端製造，在發達國家製

造業回歸、發展中國家低成本製造業爭奪

中，通過自身的創新和佈局，增強深圳製

造業的競爭能力。他透露，機器人、3D打

印、精準醫療、海洋智能裝備、智能汽車

等領域已經在學校、研究機構、企業，及

政府的相關配套規劃中開始推進。

深圳力推製造業走向高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胡若璋廣州報
道）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17日開幕，廣

東省政協主席王榮在報告中強調，要發揮港澳委

員“雙重積極作用”，並依託香港新活力青年智

庫和澳門青年聯合會等載體做好港澳青年工作。

在新一年工作部署中，他表示，要重點加強與港

澳台僑年輕一代交流交往，密切與相關青年社團

聯繫，關心支持其在粵創新創業，為港澳台僑

在內地創業發展尋找商機、搭建平台。

政協港籍委員陳丹丹表示，加強粵港青年

融合，促進粵港青年交流合作的工作迫在眉

睫。因此她也建議，在目前運作良好的粵港兩

地政府的聯席會議中，增設“粵港青年融合專

責小組”，依託“紫荊谷創新發展中心”在國

內11所高校分設的“紫荊谷創新創業發展輔導

中心”、“粵港澳青年智庫”等智庫力量，扎

實開展粵港兩地青年深度融合，為粵港合作作

出新貢獻。據悉，她撰寫的《關於加強粵港澳

青年智庫建設，深化粵港澳青年交流合作的提

案》榮獲廣東政協2016年優秀提案。

廣東省政協香港委員、香港霍英東集團副

總裁霍啟山也提出借助實務互動構建粵港青年

深層溝通機制的建議。他希望設立粵港青年大

數據庫，整合各行業各領域的資源和信息，依

託社團機構搭建網絡小區方便廣大青年實時互

動，並先行先試香港青年在廣東求學、就業、

參加社會保障實行國民待遇。

港委員促深化粵港青年交流

■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回答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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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啟山霍啟山（（左左））和陳丹丹和陳丹丹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