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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嚴查直播平台 已關停10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新華社及
人民日報報道：針對近期網絡表演市場內容違
規行為多發問題，中國文化部嚴管嚴查，已開
展集中執法檢查和專項清理整治，關停10家網
絡表演平台，行政處罰48家網絡表演經營單
位，關閉直播間30,235間，整改直播間3,382
間，處理表演者31,371人次，解約表演者547
人。
另外，從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獲悉，

「淨網2017」專項行動開展以來，關閉並刑事
立案偵查了一批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直播平
台，各地「掃黃打非」部門將嚴打「涉黃」直

播平台，建立主播「黑名單」制度及行業通報
機制，對違規主播實行全行業禁入。

對主要直播平台「全身體檢」
據介紹，文化部已以淫穢色情低俗、侵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賭博暴力、封建迷信等禁止
內容為重點，對50家主要網絡表演經營單位開
展「全身體檢」式執法檢查。經查，鬥魚、全
民、9158、嗶哩嗶哩、在直播等15家網絡表演
平台涉嫌提供含有禁止內容的網絡表演，被文
化執法部門處以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行政處
罰。其中，「在直播」平台因違規情節嚴重，

給予停業整頓14天的行政處罰。

「花椒」因虛假故宮直播被罰
針對有媒體曝光的部分網絡表演平台提供淫

穢色情網絡表演、「花椒」直播平台提供散佈
謠言和擾亂社會秩序的虛假故宮直播行為，文
化部部署北京、遼寧、江蘇、福建、四川等地
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查處關停「千樹」等4
家平台，給予「花椒」、「火山」等10家平台
行政處罰；督辦查處「夜魅社區」淫穢色情網
絡表演案，吊銷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關停網
絡表演平台；督辦查處陌秀、分貝、貝殼、章

魚直播等16件提供含有禁止內容的網絡表演
案，給予當事人相應行政處罰。

將建主播「黑名單」嚴打「涉黃」
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負責人表示，「地
上」或「地下」的直播「涉黃」行為，嚴重挑
戰法律和社會道德底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必須堅決依法從重打擊。各地「掃黃打非」部
門將協調有關部門加強行業監管，嚴格落實24
小時監測要求，發現違規直播立即封停；並加
強對主播的監管，建立主播「黑名單」制度及
行業通報機制，對違規主播實行全行業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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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近段時間，網
上出現「護照已不能作為大陸居民乘坐國內航班
的有效證件」、「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合肥新橋
機場等機場已經開始執行」等消息，引發了海外
僑胞的廣泛關注。
中國民航局公安局23日作出回應，稱中國護
照可作為有效乘機身份證件，辦理國內航班購
票、值機、安檢手續。此番確認得到海外僑胞肯
定。
據了解，目前有超過6,000萬華僑華人分佈在
近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中相當一部分華僑
長期居住海外，許多人身份證已過期，還有部分

華僑出國時戶籍註銷，如今已沒有身份證。僑胞
們擔心，若網傳消息屬實，將對他們回國出行造
成不便。

海外僑胞肯定 稱安心踏實
隨着民航局23日正式發佈官方回應，僑胞們
紛紛表示「一顆懸着的心落了地」。「看到官方
回應我就安心了」，居住在巴西聖保羅的僑胞葉
王永說，雖然當地時間已是凌晨1點，他還是立
刻將其轉發到多個微信群中。經常往返國內的意
大利僑胞蔣忠南表示，對於網上傳言，一直持懷
疑態度，看到官方回應後他表示現在覺得很踏

實。

護照作身份證明有法可依
查閱資料發現，護照作為華僑在國內的身份證

明有法可依。根據2013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條規定，
「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辦理金融、教
育、醫療、交通、電信、社會保險、財產登記等事
務需要提供身份證明的，可以憑本人的護照證明其
身份」。據了解，新版《民用航空安全檢查規則》
規定中，乘坐國內航班的中國大陸地區居民有效乘
機身份證件的種類包括了「護照」。

民航局：護照可作有效乘機證件 香港文匯報訊據京華時報報
道，挪威海產局內地和香港區
總監畢思明24日與中國水產流
通與加工協會會長崔和先生共
同發佈了「2025計劃」。根據
計劃，挪威將於2025年之前提
高對華海產出口額至總計100
億元人民幣。
「2025 計劃」相關細則顯

示，挪威計劃於2025年之前提
升對華海產出口額至100億人
民幣；計劃於2025年之前提升
中國市場挪威三文魚消費至
15,000噸；計劃於2025年之前
提升挪威北極鱈魚消費至
40,000 噸；提高包括大比目
魚、鯖魚、海參斑、等在內的
其他海產品品種的消費；確保
海參、藍貽貝、海參斑等品種
能在中國有穩定消費市場。
挪威出產全球55%養殖三文

魚，畢思明表示，該計劃目標
之一就是進一步鞏固挪威在中
國三文魚市場的地位，同時提
升其他頂尖海產品的消費。
本次挪威代表團訪華商務訪

問有140位挪威代表隨行，這
也是目前陣容最大的出訪外國
的挪威海產代表團。挪威漁業
部長桑貝格先生表示，「挪威
海產業始終致力於與本土政府
及商業夥伴一起提升挪威對中
國的海產出口量。許多挪威海
產公司都期望為中國消費者帶
來更多健康、可持續的海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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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粵港大部分地
區24日迎暴雨。香港天文台24日先後發出
黃色、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號，這也是
香港年內首次出現最高級別的「黑雨」警
告信號，城市路面亦出現不同程度的積
水。當日，廣東全省多地遭遇強降雨襲
擊，強降雨主要分佈在廣州、佛山、肇
慶、惠州、清遠、韶關、雲浮、茂名等
地。廣州、中山啟動了防暴雨應急響應，
深圳在早上亦曾發出黃色暴雨預警，據了
解，深圳機場共有76班航班延誤。中央氣
象台預計，福建東部、廣東中部和西部沿
海等地仍有大雨，局部地區降雨將超過100
毫米。
早上11時許，香港紅色暴雨警告生效期
間，一架由南京抵香港的中國東方航空客
機MU765，在機場着陸時衝出A3滑行

道，前轆及右後轆鏟入草坡。受事件影
響，約50班抵港航班及59班離港航班受影
響延誤。 衝出跑道的涉事客機一共載有
141名旅客及機組人員，所有旅客全部安
全，有2名旅客報稱不適安排送院檢查。
遭暴雨襲擊的廣州，多處路段出現水浸
和樹木倒伏，交通受阻。從化區鰲頭鎮山
心村的降雨量全市最大，出現了降雨量達
210.7毫米的大暴雨，20間房屋被水浸，當
地119名民眾被安全轉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布斯最新出爐的
《2017福布斯中國中高端富裕人群財富白皮書》顯
示，中國中高端富裕人群規模保持着穩定增長，2016
年底達到1,261.08萬人。福布斯中國主編康健指出，
中國中高端富裕人群的財富的增長速度高於中國國民
平均財富的增長速度，出現了「強者愈強」現象。
白皮書指出，中國中高端富裕人群，從2012年的

748萬人到2015年的1,116萬人，以每年超過百萬人的
數量遞增。康健預計，2017年中國的中高端富裕人群
將達到1,400萬。「過去5年以15%的速度在增長，匯
市承壓，樓市隨着政策收緊風光不再，金融監管收緊
股市震盪不斷，一系列因素都使得中高端富裕人群資
產配置越發分散多元，風控意識增強」康健說。
白皮書認為，中國富裕人士對風險的認識更充分，

「資產安全性」較高的理財工具受市場關注。中高端富
裕人群所擁有現金和存款的比重最高，達到60%以
上，其次是銀行理財產品。

中國中高端富人達1261萬 富者愈富粵港大暴雨粵港大暴雨 交通受阻交通受阻

新聞速遞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日前在北京與印尼中國高
鐵公司就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項目正式
簽署貸款協議，貸款45億美元，標誌中國高鐵
「走出去」的「第一單」進入快速實施階段。
「雅萬高鐵」全長142公里，預計3年建成，屆
時雅加達至萬隆將由現在3至5個小時縮短至40
分鐘。 ■中新社
《第一屆中阿北斗合作論壇聲明》24日在上

海簽署，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將加強衛星導航交
流合作，全面帶動北斗系統落地阿拉伯國家，
並共同研究衛星導航在智能交通、國土測繪、
精準農業、公共安全等領域中的應用技術和解
決方案，提升阿方衛星導航領域發展水平。

■中新社

世界衛生組織當地時間23日宣佈，埃塞俄比
亞人特沃德羅斯．阿達諾姆博士當選為該組織
新一任總幹事，接替任期將滿的陳馮富珍。這
是世衛組織近70年來首位來自非洲的總幹事，
他將於7月1日正式上任，任期5年。 ■中通社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23日證實，一名27歲中
國女留學生在加利福尼亞州攀登惠特尼山時不
幸遇難。搜救人員在一處冰瀑下方發現其遺
體，警方料她從約18米高處摔下身亡。

■新華社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最新消息，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原黨委副書記、司令員劉新齊嚴重違紀被
開除黨籍，並報國務院批准給予其行政撤職處
分，降為正處級非領導職務；收繳其違紀所
得。 ■新華社
浙江溫州甌江北口大橋中塔鋼沉井23日順利

浮運到位，這標誌着世界首座「三塔四跨雙
層」懸索橋全面展開施工，同時也是世界首次
採用混凝土結構做中塔、世界首次在淤泥土質
中用沉井做基礎的大橋。該橋採「兩橋合建」
設計，上層是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標準，時速
100公里；下層採用雙向六車道一級公路標準，
時速80公里，通行能力達10.7萬輛，是當前中
國通行能力最大的公路橋。 ■新華社
尼泊爾政府內閣會議23日決定，將裝機容量

為1,200兆瓦的布達甘達基水電站項目交予中國
葛洲壩集團有限公司建設。水電行業是中資企
業在尼泊爾投資的一個主要行業，也是中尼合
作的重要領域。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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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籲和平利用南極
首辦南極條約會議 表明無意開發礦產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南極條約協商會議23日在北京正式開

幕，這個長達10天的馬拉松式會議是首次在中國主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張高麗在開幕式上提出五點倡議，呼籲各國堅持以和平方式利用南極，堅

持遵守南極條約體系，堅持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堅持南極科考自由，堅持保護南極

自然環境。就外界疑慮是否有意攫取南極大陸資源，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當日

堅決否認，強調中國尊重並嚴格遵守南極條約制度確立的規章，且南極的礦產開發

已被凍結。劉振民亦透露，下一步要討論如何訂立南極旅遊的規則。

南極條約44個締約國和10個國際組織約400人
參加是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開幕式並致辭表示，中國
是南極國際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南極科學探索的
有力推動者、南極環境保護的積極踐行者。

提倡治理兼顧保護利用
張高麗提出五點倡議：一是堅持以和平方式利
用南極，增強政治互信，強化責任共擔，努力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堅持遵守南極條約體
系，完善以規則為基礎的南極治理模式。三是堅
持平等協商互利共贏，拓展南極合作領域和範
圍，促進國際合作的長期化、穩定化和機制化，
把南極打造成國際合作的新疆域。四是堅持南極
科學考察自由，加強對南極變化和發展規律的認
識，進一步夯實保護與利用南極的科學基礎。五
是堅持保護南極自然環境，維護南極生態平衡，
實現南極永續發展。
劉振民23日在會議期間接受媒體聯合採訪。有
記者指，目前外界一些人對中國南極科考、尤其
是開發利用有疑慮，擔憂中國對南極的利用包不
包括礦產開發，以及中國是否有意攫取南極大陸
資源。劉振民說，「我不贊成這種看法，中國沒
有這方面政策，也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他表示，中國推動南極條約體系框架內的南極

保護與利用，但合理利用不與開發掛鈎。作為南
極條約協商國和《關於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
書》的締約國，中國尊重並嚴格遵守南極條約制
度確立的規章，礦產開發已被凍結，不可能有任
何國家去進行開發活動。

「人類共同遺產」應為價值認同
此外，中國還舉行了主題為「我們的南極：保
護與利用」特別會議。受訪專家認為，南極應以
和平方式利用，不應成為國際紛爭的場所。解決
南極爭端，應把「人類共同遺產」作為各方共同
的價值認同，堅持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努力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南極旅遊亦成為南極治理的新挑戰。據國際
南極旅遊業者協會預計，本年度南極將迎來遊客
4.3萬多人次，中國遊客將佔6,000人次，為第二
大客源國。外界期待各個南極條約締約國代表將
在北京出台針對南極旅遊的新規則。

南極旅遊不宜推廣 將出台新規
對於旅遊如何規範的問題，劉振民表示需要在
南極條約框架內訂立新規則來進行管理。南極旅
遊需要交通工具和安全保障，這離不開與南極大
陸周邊國家的合作。他表示，南極環境是非常脆
弱的，「總體來說，南極旅遊不宜推廣」。

1959年12月，英、美、法、蘇、日等十二國簽
訂南極條約，旨在約束各國在南極洲的活動確保
各國對南極洲的尊重。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南極
洲僅用於和平目的，促進南極科考自由、促進科
考國際合作，禁止在南極進行軍事活動及核爆炸

和處理放射物，凍結目前領土所有權的主張等
等。此後，各國分別再簽訂了保護動植物、生物
資源保護等公約及環境保護議定書，形成了南極
條約體系。

目前南極條約有53個締約國，其中29個國家擁
有協商國地位。中國自1983年加入條約、1985年
成為條約協商國。 ■綜合公開資料

南極條約體系

■■第四十屆南極條約協商會議第四十屆南極條約協商會議2323日在日在
北京開幕北京開幕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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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23日15時
59分，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成功完成大洋38航次第
三航段的首次下潛（總第143潛次），3名潛航員
在水下停留近9小時，海底作業時間3小時11分
鐘，最大下潛深度4,811米。本潛次沿測線開展
了近底觀察和取樣，完成了環境參數測量，並採
集了近底海水、岩石和生物等樣品，拍攝了大量
海底高清視像資料。據了解，這次下潛獲取了玄
武岩樣品26.3公斤，近底海水16升，海參1隻，
海綿1隻，蛇尾1隻，海星2隻。

抓獲紅色巨型海參
潛航員唐嘉陵介紹，運氣很好，抓到了一隻35

厘米左右的海參。當「蛟龍」快要到達4,800米

海底時，看到了一隻紅色巨型海參。不過牠對
「蛟龍」的到來並不歡迎，還沒等潛水器坐底，
牠就溜走。半小時後，一隻同樣的海參自己游進
了筐裡。
本航段首席科學家陳新華表示，此次「蛟龍」

號下潛作業獲取的玄武岩樣品，對研究馬里亞納
海溝的成因以及其構造演化具有重要意義。同
時，採集的生物樣品對於促進深水生物多樣性、
生態系統、生物地理學等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據了解，未來20天 「蛟龍」號將在馬里亞納

海溝進行4個 「應用潛次」，當中一個是6,300
米，其他3個為6,700米，第二潛最快25日展
開。「蛟龍」號還將在鄰近雅浦海溝深淵區進行
五次大深度下潛。

「蛟龍」首潛世界最深淵4811米報捷

■「蛟龍」號潛航員在4,800米海底抓獲紅色巨
型海參。 網上圖片

■■雪龍號在南極考察雪龍號在南極考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