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據《江西日報》報道，中國第
一款自主研製的大型民用直升機AC313日前在
景德鎮呂蒙機場圓滿完成大雨試飛適航驗證科
目，宣告AC313型直升機型號合格證（TC）
機上試飛試驗適航驗證工作全部完成。
AC313型直升機於2010年3月在景德鎮實

現首飛，後陸續完成高原科研試飛、適航驗
證試飛、高原適航驗證試飛、民航局審定試
飛等。
此次試飛開國產大型直升機自然條件下大

雨試飛的先河，試飛必須在大雨天氣，且6
分鐘內降水量超過 0.03 英吋（約 0.762 毫
米）狀態下實現起飛和降落，並在200米到

500米高度以大速度進行起落航線飛行，風
險性極高。據悉，該直升機整機性能已達國
際第三代直升機水平，可比肩歐、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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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中紐建「1+3」升級版合作格局
李克強晤新西蘭總理 簽協議共拓「一帶一路」

「秦漢文明」特別展4月3日起在紐約大都會
藝術博物館舉行，秦始皇陵跪射兵馬俑、漢代中
山靖王劉勝妻竇綰金縷玉衣在內的164件（組）
珍貴的秦漢時期文物，將首次與境外觀眾見面。

■中新社
中國官方數據指，中國快遞業務量規模蟬聯

世界首位，在全球佔比超過四成，對世界快遞業
務量增長的貢獻率達60%。快遞普惠程度不斷
提升，有利於服務產業轉移、暢通農產品流通渠
道、推動消費公平等。 ■新華社
近日有泰國媒體報道，中泰合作的曼谷至呵

叻府高鐵項目或推遲，原因是中方提供的一部分
中文項目文件沒有翻譯，泰方無法估計工程造
價。中方專家回應，兩國關係友好，相信翻譯文
件不會影響項目進展。 ■中通社
「中國製造」在南部非洲汽車市場又有新突

破。由北汽津巴布韋有限公司組裝的首輛汽車
27日成功下線，該白色皮卡中高端配置，每百
公里耗油僅約6升。津方表示，希望未來進一步
擴大兩國在汽車製造等領域的合作。 ■新華社
中國宣佈提供100萬美元援助津巴布韋應對洪

災，向災民提供必要的物資並組織災後重建。受
拉尼娜現象影響，津巴布韋近日遭暴雨襲擊，多
地發生洪澇災害，導致至少271人死亡，2,000
多人無家可歸。 ■新華社
廣西向柬埔寨捐贈的第二批大米（共705噸）

日前抵達柬埔寨，交接儀式在柬埔寨紅十字會總
部舉行。柬埔寨紅十字會方面表示，去年底首批
捐贈的500噸大米已全部發放，惠及16,000多戶
災民和困難群眾。 ■香港文匯報

中國33部門聯動嚴懲失信企業

■■27日上午，新西蘭總理英格利希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舉行了隆重歡迎儀式。圖為李克強
與毛利文化顧問行「碰鼻禮」。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新西蘭移民局27
日發佈消息，以旅遊、探親或進行商務活動為目的
前往新西蘭，並於2017年5月8日後遞交簽證申請
的中國公民，可獲最長5年多次往返簽證。同時，
新西蘭總理當天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是新西蘭
第二大遊客市場，旅遊業是促進兩國經濟增長和文
化認識的動力。」中紐總理確認，將2019年定為
中國─新西蘭旅遊年。
新西蘭移民局稱，移民局不保證每份申請都能

獲得5年簽證，將根據每一份申請的自身情況而

定。簽證期限將不會超過申請人護照的有效期。如
果持有5年多次往返簽證，一般准許訪問者每次到
訪新西蘭時停留1個月。但在任意18個月內的停留
時間不能超過9個月。
此外，所有中國護照持有人，從新西蘭機場入

境時可以使用SmartGate自助通關。此前，只有
澳洲允許中國護照持有者使用SmartGate快速通
關設施。這一舉措，將極大簡便入境手續，縮短
通關等候時間。並且新的簽證費用維持現行標
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京報報道，新西蘭總理
英格利希剛剛在中國的

微信上開了一個公眾號「NZPMBillEng-
lish」，並發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
《歡迎李克強總理》。「我很高興今晚在
惠靈頓迎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李總
理將對新西蘭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
問。」在這篇3月26日發佈的文章中，英
格利希寫道，「李克強曾於2009年訪問過
新西蘭，所以他了解新西蘭。我期待與李
總理就新中兩國之間以及本地區的合作機
遇進行交流。」文字段落間，英格利希還
配發了三張他與妻子在機場迎接李克強夫
婦的照片。
在李克強此次訪新期間，英格利希已多

次用高規格禮遇表示對中國總理的熱情。

紐予華客五年簽證 可自助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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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表示，中紐建交45年以來，雙方秉持相
互尊重、平等合作原則，建立了高水平的政

治互信，也取得了豐碩的務實合作成果。2014年
習近平主席對新西蘭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關係提
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關係與合作長期走
在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關係的前列，堪稱不同國
情、不同發展階段之間國家和諧相處的典範。中
方願同紐方繼續增進政治互信，密切各層級交
往，拓展務實合作，推動中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邁上新台階。

拓展跨境電商合作
李克強指出，中方願同紐方深挖合作潛力，構

建「1+3」升級版互利合作新格局：打造一個「升
級版」自貿區，進一步擴大貿易和投資開放度，
提升經貿合作水平；以發展戰略對接、創新驅
動、農牧業合作為三大增長動能，為中紐合作提
供多元支撐。加強「一帶一路」合作，為兩國企
業提供新機遇。加強聯合研究和資訊共享，引導
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合作，拓展跨境電子商務合
作。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加強合作。擴大高技
術、高附加值的農牧業全產業鏈合作。擴大旅
遊、教育合作，便利人員往來，打造人文交流新
支柱。加強司法執法合作。

李克強強調，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逆全球
化和保護主義抬頭。中紐同為經濟全球化和區域
一體化的倡導者和受益者，應攜手合作秉持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定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
共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高舉自由貿易旗幟，
加強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框架下合作，加快
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
為亞太和世界經濟增長以及地區和平、穩定、繁
榮發揮積極作用。

首個簽協議西方發達國家
英格利希表示，紐中建交45年來，兩國關係發

展很好，合作不斷加強，人民了解日益深入。紐
方非常自豪紐中關係取得了多項「第一」。雙方
宣佈啟動紐中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將向國際社會發
出共同支持自由開放貿易的積極信號，切實造福
兩國人民。
紐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一帶一路」合

作，歡迎中方擴大對紐投資，致力於進一步推動
經貿、科技、司法執法等多領域合作，加強在氣
候變化、南太合作、亞太自貿安排等全球和地區
問題上的協調合作。會談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
了雙方經貿、文化、教育、科技、海關、旅遊等
領域9份合作協議的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27日上午在

惠靈頓總理府同新西蘭總理英格利希舉行會談。李克強表示，中紐發展戰

略契合度高，互補優勢明顯。中方願同紐方深挖合作潛力，構建「1+3」

升級版合作新格局：打造一個「升級版」自貿區，提升經

貿合作水平。當天，新西蘭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

協議，成為首個簽署相關協議的西方發達國家。

中國加強金融支持「製造強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銀監會、證
監會、保監會28日聯合發文表態，加大對
製造強國建設的金融支持，鼓勵金融機構設
立先進製造業融資事業部、科技金融專營機
構等，加快推進製造業企業境內外上市融
資，設計開發符合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
產業特點的創新債券品種，支持製造業領域
信貸資產證券化，擴大保險資金對製造業領
域投資。
這份由一行三會和工信部聯合發佈的《關

於金融支持製造強國建設的指導意見》提
出，為加強對製造業的金融信貸支持，鼓勵
金融機構設立先進製造業融資事業部、科技

金融專營機構，加強對信息技術、高端裝
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戰略重點行業的專
業化支持；鼓勵設立小微企業專營機構、健
全小微企業授信盡職免責制度，為製造業中
的小微民營企業提供批量化、標準化金融服
務。

助高技術先進製造企業融資
在股權和債權融資方面，文件表示，重點

扶持、加快推進高技術製造業企業、先進製
造業企業上市或掛牌融資，支持製造業企業
在境外上市融資。在支持製造業「走出去」
方面，提出支持「走出去」企業以境外資產
和股權等權益為抵押獲得貸款，支持利用境

外市場發行股票、債券和資產證券化產品；
同時，支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使用人民幣計
價結算，鼓勵使用人民幣對外貸款和投資，
推動設立人民幣海外合作基金，鼓勵擴大短
期出口信用保險規模等。

倡保險資金加大投資製造業
部委還表示，要擴大保險資金對製造業領

域投資，支持保險機構投資製造業企業發行的
優先股、併購債券等新型金融工具，鼓勵有條
件的保險機構投資設立製造業保險資產管理機
構，允許保險資金投資製造業創業投資基金等
私募基金，擴大中國保險投資基金對製造業轉
型升級項目的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一名56歲劉姓
男子在巴黎19區被警員破門入屋槍擊死亡
事件，在當地華人社區引起轟動，並爆發警
民衝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外交部已

緊急約見法國駐北京大使館負責人交涉；華
春瑩也希望旅法的中國僑民，能以「合理合
法的方式」表達訴求。中國駐法使館已要求
法國警方盡快查明真相並公正處理。
據報道，當地警方26日晚接報處理一宗鄰

里爭吵糾紛時，一名警員被捅傷，另一警員
遂開槍射擊該名男子。警方說，該男子開門
後，持剪刀攻擊其中一名警員，他們才予以
反擊。不過，死者女兒否認攻擊的說法，警
員也沒受傷，稱是警察破門而入，看到父親
手中拿着剖魚用的剪刀，立刻開槍將其打
死。死者家屬的律師認為警方違反比例原
則，未先警告就開槍，執法有問題。

華人悼念變騷亂
當地華人27日晚在警局外舉行集會悼念

死者，其後演變成騷亂。法國警方表示，3
名警官在衝突中受輕傷，一輛警車被破壞，
35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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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 28日召開新聞發佈會，海關
總署副署長李國介紹《關於對海關失信企
業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下稱
《備忘錄》）的相關情況。他指出，只有
讓企業因失信付出高昂的經濟成本和經營
代價，才能真正起到「不敢失信」、「不
能失信」的威懾效果。
《備忘錄》提出加大部門協作力度，聯

合了33個部門，覆蓋全國省、市、縣各行
政層級，實現了縱橫協同聯動，形成嚴密
信用管理網絡。失信信息通過全國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交換及更新數據，有關部門即
時納入日常管理，讓失信者「一處失信、
處處受限」，增強對失信企業的實際管控
能力。
《備忘錄》同時立足於執法實際，針對

失信企業的特點，依據相關的法律法規，
從執法管理、市場准入、行業規範、社會
認同等不同角度細化、量化出39條懲戒清
單，涵蓋工商、稅務、質檢、金融、環
保、司法等多個重點領域，均具有較強的
實踐可操作性。
懲戒對象範圍將加寬，實施懲戒的對

象，不僅包括了失信企業本身，同時拓展
到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董事、
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通過增加對相關人
員的懲戒，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失信企業
「改頭換面」，逃避懲罰，有助於加大企
業失信成本，實現從源頭上治理失信活動
的目的。
企業失信將要付出高昂成本，進出口

企業一旦被海關認定為失信企業的，則
在全國海關乃至整個國家社會信用體系
中都會被貼上標籤，受到高強度的限制
和約束。

中國AC313直升機試飛圓滿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香

港警方27日向9名涉及違法「佔領」行動的核
心成員通知預約拘捕，並作出落案預約拘捕。9
人27日晚齊集灣仔警署報到受查，包括「佔
領」行動3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以及另外5男1女參與者，據悉分別被控以「串
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及「煽惑他
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每項罪名最高可被
判處監禁7年，其中「佔中」3名發起人更須面
對3項檢控罪名。而有關其他違法「佔中」者被
捕及被檢控的行動相信陸續有來。
預約拘捕的8男1女，除3名「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外，其餘包括公民黨

立法會女議員陳淑莊，在違法「佔中」集會擔
任司儀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民主黨前
議員李永達，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學聯前常
委鍾耀華及學聯前常委張秀賢。惟被指是「佔
中」幕後黑手及最大金主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並未在是次預約拘捕之列。
27日晚7時許，9名預約拘捕的人士抵達灣仔

警署，經受查3小時，至晚上10時許，各人被
落案控以1至3項罪名，各准以6,000至10,000
港元保釋，本周四(30日)到東區法院提訊，暫毋
須答辯，或會轉介區域法院審訊。據悉，警方
於2014年「佔領」行動中拘捕近1,000人，當中
有216人須面對司法程序。

■■《《意見意見》》提出重點扶持提出重點扶持、、加快推進高技術製造加快推進高技術製造
業企業業企業、、先進製造業企業上市或掛牌融資先進製造業企業上市或掛牌融資。。圖為圖為
中國建納米真空互聯實驗站中國建納米真空互聯實驗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首款自主研製的大型民用直升機中國首款自主研製的大型民用直升機
ACAC313313在景德鎮呂蒙機場試飛成功在景德鎮呂蒙機場試飛成功。。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警方拘控「佔中」九成員

■■法國當法國當地華人地華人2727日晚在警局外舉行集會日晚在警局外舉行集會
悼念死者悼念死者，，其後演變成騷亂其後演變成騷亂。。 新華社新華社

中紐合作協議「大禮包」

��.��.��

FTA升級
●4月25日至27日，雙方將在北京舉行自貿協
定第一輪升級談判
擴大貿易

●中國從新西蘭10家肉類加工廠進口冰鮮牛
羊肉；新西蘭從中國進口洋葱。
「信任名單」
●7月1日實施「新西蘭可信任出口商名
單」，縮短這些企業產品在中國的通關時
間。
旅遊便利

●確定2019年為中紐旅遊年；5月8日起，新
西蘭將中國遊客簽證有效期從三年延長到五
年。
增加航班

●根據航空服務協議，中紐每周直航航班數
量將從最多49班增加到59班。
電商合作

●簽署合作協定，新西蘭企業可通過電商平

台，直接將貨物銷售給中國消費者。
「一帶一路」

●簽署加強「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雙方
將在地區基建項目上緊密合作。
司法執法

●簽署共同打擊腐敗和跨國犯罪的司法執法
合作協議。
文化交流

●在奧克蘭開辦新的中國文化中心。
（來源：新西蘭先驅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