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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5月28至30日中國將迎來端午3天小長假，

27日調整為工作日。北京市交管局表示，本周北

京交通呈現節前特點，交通壓力大。本周六（27

日）北京市機動車尾號不限行，再之是節前最後

一個工作日，預計晚高峰提前至當天15時開始。

■新京報
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表示，中國與

阿拉伯國家聯盟將於24日在上海召開首屆北斗合

作論壇。 論壇將以會議、展覽、培訓、交流等

多種形式，聚集中阿衛星導航領域產學研用各個

方面，醞釀形成北斗落地阿拉伯國家項目。

■新華社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22日正式開通首都亞

的斯亞貝巴和中國成都之間的直飛航線，每周2

個往返航班，飛行時間約9個半小時。目前，中

國已成該公司最重要的市場，成都是其開通的從

埃塞首都直達中國的第5個目的地。 ■新華社

“沿海上絲綢之路，講中國故事”活動21

日在意大利羅馬啟動，並借首開闢海上絲路航線

的“盛世公主”號郵輪，向西方遊客展示中國文

化。“盛世公主”號21日在羅馬啟航，6月26日

抵達中國廈門，將接待40多個國家7,000多名遊

客。 ■新華社
中緬海軍21日在莫塔馬灣海域，首次舉行

了海上聯合演練，包括兩國艦艇的編隊通信演

練、編隊運動演練、聯合搜救和分航儀式，緬方

參演兵力為導彈護衛艦F11艦和輕型護衛艦771

艦。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隊圓滿結束對緬友好訪

問，於當地時間21日11時離開仰光迪洛瓦港碼

頭。 ■新華社
第65屆加拿大鬱金香節於5月12日至22日

舉行，今屆鬱金香節不乏中國元素。中國駐加拿

大大使館聯手中國國家旅遊局駐多倫多辦事處和

渥太華華星藝術團等僑界團體，在節慶主場館專

門設立中國文化綜合展台，提供介紹中國文化的

書籍、書畫、工藝品，中國音樂、舞蹈、武術等

一系列表演活動頗受觀眾歡迎。 ■中新社

“蛟龍”號今下潛世界最深處
探馬里亞納海溝4800米 助發現新物種新基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日報》報

道，為有效打擊跨境逃稅，2017年7月

1日起，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將對存款賬

戶、託管賬戶、投資機構的股權權益或

債權權益以及具有現金價值的保險合同

或年金合同開展盡職調查。這些賬戶不

論金額大小，都應通過盡職調查識別賬

戶持有人是否為非居民。這是國家稅務

總局、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銀監

會、證監會和保監會近日發佈的《非居

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

法》中明確規定的內容。

據國家稅務總局介紹，《管理辦

法》主要對在中國境內開立賬戶的非居

民或者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極非金融機

構影響較大。這裡所稱非居民，是指中

國稅收居民以外的個人和企業(包括其他

組織)。消極非金融機構，例如設立在某

避稅地、僅持有子公司股權的中間控股

公司，易被當作跨境逃避稅的工具，金

融機構需識別出這些機構及其背後的實

際控制人。如果消極非金融機構的控制

人是非居民，金融機構則需要收集並報

送控制人相關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據光明日報報道，南極條約協

商會議22日首次在中國召開，中國正以積極的姿

態參與南極事務。從開始南極考察至今短短的33

年間，中國向極地考察強國的目標不斷邁進，相繼

建成長城站、中山站、崑崙站和泰山站，如今，第

五個中國考察站也已在羅斯海地區完成規劃選址，

即將開建。

報道稱，1984年，中國首支南極洲考察隊成

立，在隊長郭琨的率領下，僅用40天就建成長城

站。33年來，中國在南極科考中初步建立了一支門

類齊全、體系完備的科研隊伍，組建了一批重點實

驗室，初步形成了極地－海洋觀測系統平台，發表

的國際科學刊物論文數量等科研成果位居世界前

列，回收隕石12,000多塊，位居世界第三。

目前，中國已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國簽訂了有關南極合作的雙邊協定或備忘錄，保護

南極環境。同時，中國已在有40多個國家參與的

南極條約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和作用。中

國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表示，中國將加快建立覆蓋

包含南北極在內的全球海洋立體觀測網，構建國際

合作平台，大力推動極地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加坡《聯合早

報》報道，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19日晚

正式開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致辭中

指出，在歷經幾代人之後，新加坡華人

已經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出自身的

文化身份，具有本身的獨特面貌。

耗資1.1億元（新加坡元，下同）興

建的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當日由總理

李顯龍主持開幕。這棟由新加坡宗鄉會

館聯合總會發起興建的中心，得到政府

和華社的大力支持。中心位於濱海金融

中心，由政府撥地興建，大部分建築費

由政府出資。籌建期間，華社籌募了超

過2,900萬元，這筆捐款還能在文化配對

基金下得到政府另外1,500萬元的撥款。

李顯龍表示，這座新文化地標是關

心本地華族文化發展的人士和團體，過

去五年來努力的成果。它代表了生活在

這個島嶼的人們多年來所堅持的一種文

化情懷，也顯示了新加坡的文化自信越

來越強。

據了解，中心自今年1月已呈獻超

50場文化藝術活動，吸引近3萬人次參

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國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21日表示，在河內舉行的APEC

第23屆貿易部長會議共取得五大成果，包括推進區域

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推動亞太自貿區的發展；支持多

邊貿易體制；推動貿易互聯互通；討論促進可持續、

創新和包容性增長，提高中小微企業競爭力及創新能

力等議題；將“後2020願景”提上日程。會議期間，

中國商務部長鐘山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舉行兩人

履新以來的首次工作會談，就中美經貿關係有關議題

“坦誠深入交換意見”。

14口岸加入APMEN促互聯互通
王受文還特別介紹了中方在貿易部長會議期間舉

辦的亞太示範電子口岸合作網絡（APMEN）第三次公

私對話會。他表示，APMEN是APEC領導人批准的貿

易互聯互通重要項目，目前已有10個經濟體的14個口

岸加入了網絡。

王受文表示，今年的對話會，完成了關於單一窗

口系統法律政策框架等的案例研究，啟動電子原產地

證數據交換、“海運可視化”及“空運物流可視化試

點合作”等三個試點項目，確定中方將主辦APMEN

能力建設培訓班，以及確定智利將加入APMEN。

中美着手討論經濟合作一年計劃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長鐘山與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舉行工作會談時表示，作為兩國負責

貿易的部長，在經貿領域加強合作、管控分歧，推

動雙邊經貿關係有新發展、新提高、新突破，是雙

方共同的任務。萊特希澤稱，貿易戰不符合美中兩

國利益。

雙方還同意，在落實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取得

切實進展的基礎上，着手討論中美經濟合作一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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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調查將啟

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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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有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俗稱“共享單車”）運營

企業30多家，累計投放車輛超過1,000萬輛，註

冊用戶超1億人次。共享單車風靡中國，但行車

和亂停亂放等亂象頻湧，如今終迎來國家層面

監管政策。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交通運輸部22

日發佈《關於鼓勵和規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

展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簡稱《指導

意見》），進行為期兩周的公開徵求意見。

《指導意見》要求共享單車實行用戶實名制註

冊、使用，並禁止向未滿12歲的兒童提供服

務，為用戶購買人身意外傷害險和第三者責任

險等，並要求推廣運用電子圍欄等技術。

鼓勵免押金 完善押金退還制度
共享單車是分時租賃營運非機動車，是移動

互聯網和租賃自行車融合發展的新型服務模式，

是城市綠色交通系統的組成部分，是方便公眾短

距離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駁換乘的重要方式。

《指導意見》要求運營企業加強線上線下

服務能力建設，合理配備線下服務團隊，加強

車輛調度、停放和維護管理。鼓勵企業採用免

押金方式提供租賃服務，對用戶收取押金、預

付資金的，應實施專款專用，接受監管，建立

完善用戶押金退還制度，積極推行“即租即

押、即還即退”等模式。

負面清單管理禁停 鼓勵公眾參與
《指導意見》明確，政府是共享單車管理

的責任主體，各地要堅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

結合城市特點做好慢行交通規劃，統籌發展但

不鼓勵發展互聯網租賃電動自行車。

為解決行車和亂停亂放問題，《指導意

見》要求各城市要合理佈局自行車交通網絡和

停車設施，推進自行車道建設，規範停車點位

設置，對不適宜停放的區域和路段可制定負面

清單實行禁停管理，對城市重點場所應當施劃

配套的自行車停車點位。《指導意見》還鼓勵

公眾共同參與治理，形成企業主體、政府監

管、多方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

中國擬共享單車實名制

“挑戰者深淵”是馬里亞納

海溝的最深處，深約

11,000米，同時也是世界上海洋

最深處和地表最深的地方。

新京報等中國媒體 22 日報

道，搭載“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

“向陽紅09”科學考察船於16日

從深圳起航，22日上午抵達馬里

亞納海溝作業區，即將揭開今年

“蛟龍”號在西太平洋海溝區十次

大深度下潛的序幕。本航段是“蛟

龍”號自2013年進入試驗性應用

階段以來的最後一個航段，將在馬

里亞納海溝和雅浦海溝共進行10

次深潛，每次下潛作業的具體日期

和潛航員已做出安排。

填補4000米級作業空白
“蛟龍”號23日在馬里亞納

海溝“挑戰者深淵”北坡進行的

下潛，設計潛深為4,800米，水下

時間9小時左右。“蛟龍”號到

達預定下潛深度後，將在海底航

行兩三公里。因為本次下潛是工

程潛次，不以潛深為目的，同時

填補了載人潛水器在馬里亞納海

溝4,000米級深度的作業空白。在

隨後進行的馬里亞納海溝4個應

用潛次中，設計潛深一個是6,300

米，其他3個為6,700米。

將揭深淵生命過程助科研
本航段現場總指揮鄔長斌

說，這一航段將充分發揮“蛟

龍”號大深度作業的技術優勢，

開展深淵區前沿科學調查，揭示

深淵生命過程及其對極端環境的

適應機制。同時，進一步完善

“蛟龍”號的應用機制，為“蛟

龍”號業務化運行奠定基礎。

本航段首席科學家、中國科

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

彭曉彤說，深淵科學正在成為國際

地球科學、尤其是海洋科學中蘊含

重大突破的最新前沿領域。本航段

將利用“蛟龍”號大深度、定點作

業的優勢，在馬里亞納海溝“挑戰

者深淵”下潛，採集高質量的深淵

微生物、底棲動物、沉積物、岩

石、海水和氣體樣品，獲取高清視

頻資料和多參數環境數據，同時回

收一套去年布設的6,000米級氣密

性取樣器。

她指出，目前國際上能夠進

入深淵作業的載人潛水器，僅有

6,500米深度的日本Shinkai6500載

人潛水器和中國7,000米級“蛟

龍”號載人潛水器。

中新社報道稱，“超深淵蘊

藏着豐富的珍稀物種和基因資

源，也是目前探索最少的海洋極

端環境。”本航段首席科學家陳

新華說，從超深淵生態系統中可

以發現新物種、新基因，它們在

生物醫藥、綠色工業和農業中具

有潛在的應用價值。

自今年2月6日開始的中國大

洋38航次科考共分為3個航段，前

兩個航段已分別在西北印度洋和中

國南海進行了相關科學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將於今

日（23日）在世界最深處的西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挑戰者深

淵”北坡進行中國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首潛，將下潛至

4,800米深度並工作約9小時。本航段首席科學家彭曉彤表

示，在馬里亞納海溝“挑戰者深淵”下潛，將採集高質量的

深淵微生物、底棲動物、沉積物、岩石、海水和氣體樣品，

獲取高清視頻資料和多參數環境數據，同時回收一套去年佈

設的6,000米級氣密性取樣器。本航段十次深潛作業或可發

現新物種、新基因，助力生物醫藥、綠色工業等領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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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兒下潛？

下潛多深？

攜帶什麼工
具？

下潛與作業
過程？

完成哪些任
務？

首潛位置在馬里亞納海溝“挑戰者深淵”北坡，距關島西南約200公里，平均坡度在10
度至15度之間，較南側更陡。

4,800米，水下時間9小時左右。到達預定下潛深度後，將在海底航行兩三公里。

1個多參數環境傳感器、1個Gas-tight（保壓）採水器、2個8升採水器、6個採集沉積物
樣品的Pushcore（插管）、1個生物樣品框、2個地質樣品筐和1個手持式網兜，這些工
具均可以通過“蛟龍”號兩隻靈活的機械手操作。

下潛需關注下潛速度、阻力、接地等數值。作業時拍攝海底生物和海底地形地貌視頻、照
片，採集多參數環境數據，並視情況採集樣品；3名下潛人員需關注潛水器各系統運行情況；
潛水器四面懸空航行，右操作桿前進後退、左轉右轉，左操作桿是上浮下潛，操作有難度。

採樣、攝像、測量。
確認潛水器工作狀態，全面測試所有功能參數，驗證作業工具的技術性能；近底觀察、航
行拍攝海底生物和地形地貌特徵；使用多參數傳感器進行環境參數測量。

“蛟龍”首潛馬里亞納海溝5大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蛟龍”號第三航段

工作計劃表顯示，本航段將共進行10次深潛，其中將在

雅浦海溝作業區進行5次下潛，完成三大調查任務，對海

底環境、生物以及微生物展開研究取樣。本航段首席科

學家陳新華說，雅浦海溝深淵區有着極端高壓、低溫、

無光照及相對封閉的生態特徵，生存着大量特有物種，

同時保存着一些“活化石”物種，是研究生命演化的天

然實驗室。

據介紹，首先，對雅浦海溝海底環境調查，利用

“蛟龍”號在雅浦海溝南部兩側溝壁，開展近底觀察和

多參數環境測量，了解海溝兩側的微地形地貌和斷層等

地質現象，採集海溝兩側不同水深區的岩石、沉積物等

樣品，以研究雅浦海溝沉積環境和地質演化。

其次，對雅浦海溝不同水深段巨型底棲生物多樣性和

成帶分佈調查，利用“蛟龍”號在雅浦海溝南部兩側溝壁

進行近底觀察，拍攝高清視頻和照片，採集生物樣品，為

巨型底棲生物多樣性及空間分佈研究提供樣品和資料。

第三，採集高質量的微生物、沉積物和海水樣品，

以研究深淵生物極端環境適應性及其對關鍵生源要素和

海底化學環境的響應機制。

五潛雅浦海溝
研“活化石”物種

■■1616日日，，搭載搭載““蛟龍蛟龍””號的號的““向陽紅向陽紅0909””
船離開深圳赤灣港碼頭船離開深圳赤灣港碼頭，，前往雅浦海溝和前往雅浦海溝和
馬利亞納海溝進行科學考察馬利亞納海溝進行科學考察。。 新華社新華社

■■““蛟龍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將於號載人潛水器將於
今日在西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今日在西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
““挑戰者深淵挑戰者深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