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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22日上午8時半左右，河南省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
生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2名學生死亡，20餘名學
生受傷。有自稱學生家長的網友發佈消息稱，校內有廁所
外牆倒塌引發混亂。事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新華社/中通社
據俄羅斯「文傳電訊社」報道，俄羅斯已開始向中國交
付S-400防空導彈系統，且一部分系統組件已發往中國。
俄羅斯國家杜馬經濟政策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古建涅夫日前
接受當地電台訪問時表示，儘管印度同樣積極尋求S-400
防空系統，但是俄羅斯把中國放在第一位。■澎湃新聞網
據雲南省西雙版納州公安局22日發佈消息稱，中緬
警方聯合破獲了6名中國公民在緬被害案件，抓獲犯罪
嫌疑人3名，並依法對其刑事拘留。經調查，該案係一
宗入室搶劫殺人案，中國籍江西人楊某某及親屬6人在
緬甸撣邦東部遇害，被劫人民幣及手機。 ■中新社
深圳有15歲自閉症少年走失，被送入託養中心45天後身

亡事件曝光後，中國民政部近日就此事件急電全國各地民
政部門，要求立即開展檢查整改，並於4月10日前上報民
政部社會事務司。檢查內容包括要求各地及時錄入受助人
信息，徹查託養機構的承接資質、設施條件、服務質量、安
全管理、招投標程序、經費來源及標準等。 ■中通社
中國科技部21日公佈，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成
果，指專項實施8年來，建立了72小時內鑑定300種已知
病原的檢測技術體系及未知病原的篩查技術體系，突發
急性傳染病防控能力總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大公報
中國首個大型頁岩氣田涪陵頁岩氣田累計供氣突破100
億立方米。這標誌中國頁岩氣已加速邁進大規模商業化
發展階段。目前，涪陵頁岩氣田日銷售頁岩氣達1,600萬
立方米，相當於3,200萬戶居民每日用氣需求。■新華社

習近平：中東和平符各方利益
中以宣佈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

習近平在3月21日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時表示：
■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中東符合包括中以在內各方的共同利
益。中方讚賞以方將繼續以「兩國方案」為基礎處理以巴問題。

習近平在3月16日會見沙特國王薩勒曼時表示：
■在處理中東事務時，要堅持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
則，堅持發揮聯合國主渠道作用。中東很多問題，根子在發展，
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中方願同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沿線國家共
建「一帶一路」，在開放中共享機會，在互聯互通中深化合作，
促進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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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期對中東問題之表態
李克強在3月20日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時表示：
■作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共同的朋友，中方沒有私利，希望盡早
看到以巴實現和平共處。中方願繼續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同國際社
會共同努力，為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

王毅接受《中東報》書面採訪時表示：
■中國在中東不謀求勢力範圍，也不選邊站隊，主張在互利共贏基礎
上實現共同發展、成果均享。中東是中東人民的中東，國際社會既不能
袖手旁觀，也不能越俎代庖，應該尊重中東國家和人民自己的選擇。

資料來源：新華社/中國外交部網站

習近平指出，中以建交25年來，雙邊關係
總體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兩國高層互訪頻

繁，務實合作穩步推進，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特別是近年來，中以創新合作有力推動了兩國
關係持續向好發展，兩國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
係將進一步推動中以創新合作，更好實現優勢
互補，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好處。
雙方要加強政治溝通，密切各領域各層級交
往，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要加強發展戰略對
接，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內，穩步推進重
大合作項目，重點加強科技創新、水資源、農
業、醫療衛生、清潔能源等領域合作，拓展兩
國務實合作深度和廣度；要鞏固兩國關係民意
基礎，加強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習近平強調，中國同中東國家聯繫越來越緊
密，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中東符合包括中
以在內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巴問題始終對中東
局勢有長期深遠影響，中方讚賞以方將繼續
以「兩國方案」為基礎處理以巴問題，盡早實
現以、巴兩個國家比鄰而居、和平共處，既是
以巴雙方乃至整個中東地區的福祉所在，也是
國際社會眾望所歸。

不干涉內政原則收正面回饋
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將繼續堅持一個中
國政策，願以此次建立以中創新全面夥伴關係
為契機，充分發揮兩國科技創新優勢，深化雙
方在清潔能源、農業、投資、金融、醫療服務
等領域密切合作，造福兩國人民，並促進世界
發展繁榮。以方願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框架
下基礎設施等合作。以色列願看到中國在中東
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沙特國王薩勒曼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前後腳訪華，他們一致
表示願看到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和許多國家在中東扶植「代理人」做法不同，
中國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國際交往原則在中東正
逐漸受到重視，收到正面回饋。
在主流的國際問題分析語境中，中東是檢驗
一個國家是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試金石。習近
平去年在阿盟總部演講首次公佈了有別於「代
理人制」的中東政策，讓外界眼前一亮。習近
平在去年首次外訪選定中東三國，一個重要的
原因就是國際形勢風雲際會下的中東，已經成
為中國海外利益的重要一環，全世界都在等
中國給出自己的中東政策答案。

「一帶一路」拼圖不能缺中東
沙特、埃及和伊朗是中東具有指標性意義的
三個國家，巴以則是中東沸點地區。中國在中
東的經濟利益越來越大，別的不說，單是經過
中亞、西亞、最終達至非洲的「一帶一路」拼
圖，就不能缺少中東板塊。目前，在石油價格
連連下跌的背景下，沙特已經表達出發展核電
的強烈意願，埃及和伊朗的社會建設也需要大
量基建項目，中國無疑是他們的優質合作夥
伴。
另外一個更加現實的考慮是，在中東錯綜複
雜的民族和宗教紛爭中，已經不存在「敵人的
敵人是朋友」這樣的邏輯，稍有不慎，便會引
火燒身。如此，中東國家元首相繼前來中國就
不難理解了，中國不干涉他們的內政，提倡和
平發展、互利共贏。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
中東，符合包括中以在內各方的共同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1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兩國宣佈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習近平強調，一個

和平、穩定、發展的中東符合包括中以在內各方的共同利益。據香港文匯報觀

察，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交往原則在中東正逐漸受到重視，收到正

面回饋。

■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首份以中國企業走出
去風險及應對為關注點的《2017中國企業走出去風
險版圖》（簡稱《版圖》）21日發佈，特朗普當選
美國總統後的政策變化、歐盟困難和挑戰變得愈加
嚴重、美俄等強國博弈、新興市場監管政策的改變
及恐怖主義威脅碎片化成為今年全球面臨的五大風
險。其中，恐怖主義威脅幾乎覆蓋了全球十五個板
塊，成為近幾年上升趨勢最明顯、危害最大的風
險。
十五個地區板塊中，通過清廉指數、人均
GDP、營商指數、主權信用等多方面數據，將風險
水平細分為從極低到極高的五個等級，其範圍包括

全球150多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風險、經濟風
險、安全風險、衛生風險、旅行風險和綜合風險六
個方面。

影響以中東和亞洲為主
《版圖》的十五個地區板塊中，90%都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恐怖主義風險影響，其中以中東、中亞、
西亞、東南亞為主。比如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相對不
穩，安全風險較高，而塔吉克斯坦臨近衝突地區，
受恐怖分子滲透影響，安全風險偏高；伊拉克討伐
IS（伊斯蘭國）戰爭繼續推進，恐襲不斷，而也
門、敘利亞戰爭僵持，恐襲不斷，安全風險惡劣。

另外，海上絲綢之路所經南亞各國政治經濟形勢
較為複雜，或地域分化嚴重、或整體基礎薄弱，社
會自然條件與投資營商環境不算理想。
東南亞地區則需注意泰國與柬埔寨的局勢變化、

緬甸北部武裝衝突、泰國南部分離勢力的恐怖活
動、菲律賓三大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活動及印尼宗教
極端組織的恐怖襲擊行為等。
至於北美，雖投資機遇和市場體量巨大，但是由

於特朗普總統政策的不確定性很大，槍支氾濫導致
的各種槍擊事件，警察執法時過度使用暴力及種族
歧視造成的群體抗議及騷亂等，使地區風險逐漸加
大。

恐怖主義成中企「走出去」最大風險

■■發生踩踏事故的河南省濮陽縣第發生踩踏事故的河南省濮陽縣第
三實驗小學三實驗小學。。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據外媒報道，中
國首艘國產航母大部分結構建造工作已經完
成，預計將在今年年內下水。第二艘或將於
2021年完工，預料排水量更大，未來中國的

航母製造計劃不會止步。中國軍事專家在接
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外媒的猜測不無道理，
未來中國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能滿足作戰需
求，而且航母應該向大型化方向發展。

採取蒸氣動力裝置
俄羅斯今日經濟通訊社網站報道，中國第

二艘國產航母將裝備蒸氣動力裝置，而非核
動力裝置。中國首艘國產航母將於2017年完
工，第二艘或將於2021年完工，而且其排水
量將更大，達到8.5萬噸。俄羅斯軍事專家指
出，中國第二艘國產航母將成為中國海軍艦
隊發展中的一環，與前幾代相比，它是更複
雜且技術含量更高的現代化航母。俄媒還指

出，中國第一艘和第二艘國產航母將前往南
海，且中國的造艦計劃不會止步。未來，中
國打算擁有至少5艘處於戰備狀態的航母，
而且後兩艘將更大，在規格和戰鬥性能上更
像美國航母。
早在2016年年底，中國國防大學教授金一

南少將曾透露，中國第三艘航母—002型航空
母艦，已經於2015年3月在江南長興造船廠
開工建造。海軍軍事專家李傑接受《科技日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002型的航母，外形看
起來與過去的中國航空母艦不一樣。由於船
體規模有限，不僅要能設計和研製大功率、
緊湊型的反應堆，而且需要具備製作高濃縮
燃料棒的能力，還要考慮其安全性。故此，

從技術成熟的角度考慮，第三艘航母的設計
很可能採用常規蒸氣動力。

專家：至少需要6艘航母
軍事專家尹卓表示，中國軍隊未來在東海、

南海兩個方向上都須有航母作戰編隊，而且航
母作戰編隊則至少應是雙航母戰鬥群。一般來
說，至少需要三艘航母才能維持雙航母戰鬥
群。如此算來，中國海軍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
能滿足作戰需求。未來中國航母應該向大型化
方向發展，須具備強大的信息化作戰能力，同
時，航母上一定要配備預警機、專用電子戰飛
機、固定翼反潛機等飛機，這樣整個編隊才能
構成完整的作戰體系。

俄媒：中國第2艘國產航母2021年完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中
國文化部文化市場司副巡視員劉魯平介紹，文
化部將重點加強對各類以藝術品為標的物的投
資經營活動監管，將文化產權交易所開展的藝
術品經營活動納入監管範圍，嚴查違規經營行
為，防範藝術品金融風險。

首批案件公佈 查處8家公司
中國文化部22日公佈首批藝術品市場行政處

罰案件，北京海藝會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連雲
港市偉奇諾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等8家單位因
銷售假貨、違禁品等，被依法查處。
據劉魯平表示，本次公佈的藝術品市場案件

違規行為主要包括：經營含有禁止內容或偽造
的藝術品；經營法律、法規禁止交易的動物、
植物、礦物、金屬、化石等為材質的藝術品；
擅自銷售或者利用其他商業形式傳播未經文化
行政部門批准進口的藝術品；未標明所經營藝

術品的作者、年代、尺寸、材料、保存狀況和
銷售價格等信息；未按規定保留與交易有關的
原始憑證、銷售合同、台賬、賬簿等銷售記錄
等。劉魯平表示，內容監管是藝術品市場監管
的重點，文化部將嚴查含有禁止內容的藝術
品，對藝術品市場實行全領域的內容監管。文
化部今年將開展藝術品市場以案施訓，通過
「實戰式」培訓模式，提升藝術品市場執法能
力，加強藝術品市場內容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青在線報道，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
合會會長童增和日本「中國人戰爭受害賠償訴訟日本律師辯
護團」幹事長小野寺利孝聯合被提名為2017年諾貝爾和平
獎候選人。這是中日兩國民間人士首次聯合獲得諾貝爾和平
獎提名。
二人被提名的理由是：憑借民間力量，堅持20多年維護

和伸張二戰中國受害者的合法權益，推動和促進日本政府

與加害企業解決二戰遺留問題，與眾多有識之士一道，採
取法律訴訟等有效方式，最終迫使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
向受害勞工謝罪和支付謝罪金。童增和小野寺利孝此次聯
合獲得提名，是對二戰期間日本侵華戰爭所犯罪行的有力
揭露，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和正視有關歷史。
兩人的提名人是原四川大學副校長、現西安外事學院校

長、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終身教授陳愛民女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
菲律賓使館網站消息：近
日，在菲律賓部分社交媒體
上流傳一則關於中國簽證的
不實信息，內容是「根據中
國大使館3月17日發佈的通
知，自4月11日起，所有菲
律賓護照持有人暫停赴華，
即便持有有效的中國簽
證。」對此，中國駐菲律賓
大使館領事部嚴正聲明，上
述信息是完全虛假和無效
的。請勿繼續轉發、擴散該
信息，以免造成更大的信息
混亂，並給菲律賓護照持有
人帶來不便。
使館方面強調，民眾請務

必從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官
方網站 （網址為：http://
ph.china-embassy.org/chn/
lsfw/） 查詢關於中國簽證
等領事服務的權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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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強監管藝術品市場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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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童增 網上網上圖片圖片

■中國海軍航母遼寧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