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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泰國副總理
頌吉22日在出席「泰國大戰略動向」說明會時
表示，泰國政府此前規劃的2.4萬億泰銖交通基
礎設施項目將在明年下半年前全部開工。他還
預計，中泰鐵路合作項目曼谷－呵叻段將於9
月前開建。此前，泰國政府公佈消息稱，泰國
總理巴育已使用臨時憲法第44條賦予的「絕對
權力」解決中泰鐵路合作項目的法律障礙。泰
國交通部長阿空日前表示，交通部將於7月前
將項目送至內閣審批，再經立法議會審批後，
中泰雙方簽署相關合同，首段3.5公里可以開始
招標，預計開標後承建公司將在9月前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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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是災情發生前的新磨村新村組，右圖是災情發生後。 阿壩州茂縣縣委宣傳部官方微博

新聞速遞
4歲的雌性大
熊貓「夢夢」和
7歲的雄性大熊
貓「嬌慶」24
日上午搭乘貨運
航班離開家鄉成
都，前往德國柏
林動物園，牠們
將在此生活 15
年，參與中德科
學家的大熊貓科
研保護國際合作。 ■新華社
在青島海關監管下，裝載41個集裝箱的班
列24日從青島多式聯運海關監管中心出發，經
滿洲里口岸出境，直達俄羅斯莫斯科，這標誌
着中歐班列（青島）正式開通。該班列全程
7,900公里，運行時間約22天，比海運運輸節
省約30天。 ■香港文匯報
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會23日閉幕。

在當日下午舉行的北京市委全會上，選舉產生
了新一屆北京市委領導班子，蔡奇當選市委書
記，陳吉寧、景俊海為市委副書記，張碩輔當
選為市紀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
搭載「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向陽紅09」

號船23日返回位於山東青島的國家深海基地碼
頭。歷時五年、已成功開展152次下潛的「蛟
龍」號試驗性應用階段海上調查工作圓滿結
束。中國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于洪軍表
示，「蛟龍」號計劃於2020年6月至2021年6
月執行環球航次，將在世界主要海區都執行下
潛任務，沿途將停靠「一帶一路」沿線的主要
國家。 ■新華社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為杜絕黃牛販賣快速通行
證牟利，正計劃改變領取條件。計劃採取「刷
臉」技術發放快速通行證，除本人外，親戚朋
友也無法代領，預計最快下周實施。目前相關
工作人員正在進行培訓。 ■香港文匯報
朝鮮外務省發言人23日稱，美國大學生瓦
姆比爾健康狀況惡化後，朝鮮出於人道主義一
直對他進行精心治療，直到其被送回美國，並
指此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是朝鮮。發言人表
示，瓦姆比爾送回美國時一切生命體徵正常，
但返美一周後突然死亡，對此不得其解。

■韓聯社
中國國家海洋局消息，中國海警 2401、
2337、2115、2106艦船編隊24日上午在中國
釣魚島領海內巡航。這是今年6月份以來，中
國海警艦船編隊第二次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巡
航。 ■中新社

國乒隊員棄賽 體總斥缺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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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出境遊「帶路」沿線成新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2017年世
界巡迴賽中國公開賽在成都舉行，受總教練劉國
梁卸任國乒總教練影響，馬龍、樊振東、許昕等5
名中國運動員和教練員於23日相繼退賽。隨後，
馬龍等人通過個人社交平台回應稱，「我們無心
戀戰，只因想念您劉國梁！」國際乒聯於24日對
事件感到失望，將會和中國乒協一起調查。中國
國家體育總局方面亦表示，在重要國際賽事中不
辭而別、擅自棄賽的行為置運動員的職業道德和
操守於不顧，極其錯誤，堅決反對且必將嚴肅處
理。
本該在23日晚參加比賽的馬龍遲遲未出現，隨
後傳來了馬龍、樊振東等5名運動員和教練員退賽
的消息。而在比賽現場，全場球迷都在高喊劉國
梁的名字，此前他被任命為中國乒協副主席，不

再擔任國乒總教練。

微博同時留言：無心戀戰
同樣是在23日，正在成都參加比賽的國乒男隊

的秦志戩、馬琳、馬龍、樊振東、許昕等人突然
集體在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發聲寫道：「我們無
心戀戰，只因想念您劉國梁！」（右圖）

國際乒聯表失望 將展調查
對於國乒男隊23日的集體棄賽，國際乒聯主席
托馬斯．維克特表示，國際乒聯對於世界上最頂
尖的3位選手退出如此重大的比賽感到失望。「我
們會和中國乒協一起調查這次事件，以制定我們
的行動方針。同時，我們仍然有世界級的選手在
這次比賽中參與競爭，最後2天的中國公開賽依然

會很精彩。」
與此同時，國家體育總局表示，6月23日，在成
都舉行的2017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中國公開賽
上，中國乒乓球男隊的2名教練員、3名運動員擅
自棄賽，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
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指出，在重要國際賽

事中不辭而別、擅自棄賽，完全置運動員的職業
道德和操守於不顧，置國家榮譽和利益於不顧，
不尊重觀眾、不尊重對手，這種行為極其錯誤，
我們堅決反對。
體育總局方面強調，我們要求運動隊、運動員

任何時候都要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放在首位，
過硬的思想作風、嚴格的紀律要求與運動水平同
樣重要。國家體育總局已責成中國乒乓球協會查
清事實、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隨着一年
一度高考、中考的「落幕」，畢業季接踵而
至，中國畢業旅行逐漸火熱，「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則成為中國學子畢業旅行的熱門目
的地。
途牛旅遊網近日發佈《2017畢業季旅遊消
費報告》顯示，超9成的畢業生希望有一場
值得回憶的「畢業之旅」，58%的畢業生早
已預訂畢業季相關「旅遊套餐」。在預算相
同的前提下，63%的畢業生更願意選擇出境
遊。報告顯示，泰國、印尼、日本、法國、

意大利、德國等地人氣最旺。其中，交通相
對便利、物價水平較低又極具異域風情的泰
國最受畢業生歡迎。
甘肅康輝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經理王萍介
紹，年輕人英語交流能力提升，出境遊旅遊
成本降低，選擇「出境遊」甚至「自助遊」
的低齡遊客越來越多。加之，隨着「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在中國市場旅遊政策的推行和
日漸熟悉，這些國家都成為中國畢業生的新
選擇。
驢媽媽旅遊網近日發佈《2017「一帶一

路」出境遊趨勢報告》數據顯示，2016年中
國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遊總人次是
2015年的2.7倍，高於出境遊整體水平。
2016年中國赴東盟國家旅遊人次同比2015
年上漲了近三倍，其中，泰國、菲律賓、越
南、新加坡等地仍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最火爆的出境遊目的地。
甘肅省對外貿易協會駐馬來西亞商務代表
處首席代表何平分析，東盟出境遊產品如馬
來西亞、泰國等海島遊產品性價比高，成為
了出行者減壓的首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正在黎巴嫩
訪問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3日與黎巴嫩外
長巴西勒在貝魯特共見記者時，應詢就中
東難民問題闡述中方立場。他表示，要解
決中東難民問題，首先需要加快敘利亞問
題的政治解決進程，為難民回歸創造必要
條件。
王毅說，當前中東難民問題突出，包括
黎巴嫩在內的中東國家為接收來自敘利亞
等國的難民付出了巨大努力。難民不是移
民。在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的難民還是要回
到自己的祖國，重建自己的家園。他表
示，徹底解決難民問題，還需要標本兼

治，通過發展改善民生，為難民脫困營造
必要的環境。王毅說，長期以來，中國政
府一直秉持人道主義精神，在聯合國框架
下，為難民接收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中東出路依靠發展
另外，王毅22日與約旦外交與僑務大

臣薩法迪共見記者時，就中東問題闡述中
方立場，強調中國在中東無任何地緣利益
追求，不搞任何勢力範圍，更不會拉一派
打一派。王毅表示，中方主張積極探索經
濟發展途徑，稱中東動盪的根子出在發
展，出路最終也要依靠發展。

王毅：要為難民回歸創造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審計署
審計長胡澤君23日說，在對中國石油、中化
集團、中船集團等20戶中央企業的審計中發
現，部分企業業績不實、負擔較重，部分企業
投資經營風險管控比較薄弱。
胡澤君是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

八次會議作年度審計工作報告時作出上述表示
的。她表示，此次審計的20戶中央企業加快
轉型升級，改進經營管理，推動低效無效資產
退出，競爭力和影響力明顯增強，不過也發現
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
一是部分企業業績不實、負擔較重。審計20
戶企業發現，有18戶企業採取虛構業務、人為
增加交易環節、調節報表等方式，近年累計虛
增收入2,001.6億元（人民幣，下同）、利潤
202.95億元，分別佔同期收入、利潤的0.8%、
1.7%。至2016年10月，9戶企業認定的下屬
187家「殭屍」和特困企業處置難度較大；抽查
所屬企業「三供一業」（家屬區供水、供電、
供熱和物業管理）分離移交事項中，有1,348
項未有實質進展。
二是部分企業投資經營風險管控比較薄弱。
經抽查20戶企業842項境內重大投資、股權收
購、工程建設等業務發現，因決策失誤、管理

不善等，造成605億元的風險損失。抽查155項境外業務
發現，因投資決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調研論證不充
分、風險應對不到位等，有61項形成風險384.91億元；
還發現超標準辦會、購車、高檔消費等問題5.19億元。
據了解，審計指出問題後，有關企業通過整改，增
收節支和挽回損失6.9億元，建立完善規章制度651
項，處理處分3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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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鐵路項目
有望9月前開建

香港文匯報訊 茂縣山體高位垮塌災害發生
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立即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全力組織搜救被埋人員，盡
最大努力減少人員傷亡，防範次生災害發生，並
妥善做好失蹤人員親屬和受災人員的安撫安置工
作。國務院要派工作組前往指導搶險救援，慰問
受災群眾。目前，已進入主汛期，多地出現較大

降雨，各地和有關部門要加強災害防範，排查各
種隱患，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
出批示，要求全力組織搜救，盡力減少人員傷
亡，並抓緊排查周邊地質災害隱患，盡快轉移受
威脅群眾，防止發生次生災害。要查清垮塌原
因，妥為善後處置。國家減災委要督促各地切實
加強各類災害防範和安全生產工作。

習近平李克強指示全力救災

災情前 災情後

香港文匯報訊 茂縣突發山體高位垮塌的災害現場暫
時發現3名倖存者。據《成都商報》報道，獲救者是一
家三口，一對夫妻和一個多月大的嬰兒。丈夫喬大帥和
妻子肖燕春今年都是26歲，兒子喬道淳僅38天。
倖存的肖燕春（右圖）回憶，大約早上5點多接近6
點，剛出生1個月多的兒子突然哭鬧，她便起床給兒子
換尿布。換好準備躺下睡覺時，突然聽到門外「呼呼
呼」地響，地動山搖。她以為地震來了，抱起娃娃準備
往外跑。此時，只見石頭、水、泥巴一個勁地往屋裡

灌。顧不上那麼多，肖燕春還是抱着娃娃拚命地往外
爬，終於從屋子裡爬了出來，逃到安全地帶。
在肖燕春身後，整個村子都被掩埋了。早上9時左

右，肖燕春一家三口被送到醫院救治。「送到醫院來
的時候，全身都是沙子。」肖燕春說，娃娃的口腔、大
便裡都含有沙粒，後經過洗胃治療。目前，肖燕春和丈
夫以及兒子正在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病情穩定。然而
事發時，除弟弟在外地打工，家裡還有外婆、父母及2
歲多女兒，可惜他們未能逃出，生死不明。

滿月嬰哭鬧 救一家三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科學院
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的一位研究滑坡
的專家受訪時指出，茂縣處於龍門山斷裂
帶，「目前已形成特大型高位滑坡—堰塞湖
災害鏈，救援難度較大」。

汶川蘆山地震均處同一斷裂帶
專家介紹，茂縣處於龍門山地震斷裂帶

上，1933年茂縣疊溪鎮就曾發生里氏7.5級地
震，地震誘發大型滑坡，滑坡堵江形成堰塞
湖並保留至今。
龍門山地震斷裂帶沿四川盆地西北緣底部切

過，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蘆山地震均發
生在該斷裂帶上。專家說，茂縣當地地貌屬於

高山峽谷，受斷裂帶的影響，區內岩土體結理
裂隙比較發育，岩體比較破碎，容易發生山地
災害。茂縣滑坡已堵塞岷江支流松坪溝2公
里，「相當於堵後回水2公里」。專家提醒，
時間越久，堰塞壩內匯集水量越大，壩一旦
潰決，對下游居民造成的危害也會更大。

專家：形成堰塞湖災害鏈 救援困難

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省長尹力率領國土、水
利等部門緊急趕赴現場救援，四川省、阿壩

州已啟動地質災害I級應急響應。受習近平總書
記、李克強總理委派，國務委員王勇代表黨中央、
國務院，率國務院工作組於24日緊急趕赴當地，
指導應急救援和善後工作，看望受災群眾，慰問在
一線搶險救援的工作人員。目前，公安消防和武警
官兵、幹部和民兵、交通施工、礦山救援等1,000
餘名救援力量和醫療救護人員，以及153輛機具車
輛，搶險救援工作正在緊張有序進行。
四川省民政廳緊急下撥500萬自然災害生活補助
資金用於救災，阿壩州民政局向茂縣緊急調撥20
頂帳篷、400床棉被、2台發電機、400套衣褲。

3000米高位滑坡 埋1.6公里道路
茂縣地處四川省西北部的青藏高原東南邊緣，地

跨岷江和涪江上游高山河谷地帶，是 2008 年
「5．12」汶川地震重災區之一。新磨村位於茂縣西
北部，連接G213和疊溪松坪溝景區的景區公路
上，距離疊溪松坪溝景區西南門1.2公里。新磨村是
成都到九寨溝、黃龍的必經之路，2008年汶川地震
重建後成一旅遊景點。武警阿壩支隊第五大隊大隊
長陳鐵波介紹，具體被埋人數還在核實，因為學生
放假在家，村中人口較多，預計在100至200人之

間。事發村落是旅遊景點，不排除有遊客在內。
武警四川省總隊阿壩支隊茂縣中隊長王用波在接
受當地媒體採訪時稱，是次塌方位於3,000米的山
體高位處，初步估計大約有800萬立方米巨石滾
落。目前，已導致新磨村和1.6公里道路被掩埋，
堵塞河道長達2公里。
據川報觀察網報道，記者當日下午2點途經茂縣
縣城，平時周末群眾、遊客眾多的茂縣縣城宛如空
城。據當地群眾說，全城所有單位都組織人趕赴現
場救災。
阿壩公安交警發佈消息稱，現場除救援車輛以

外，禁止社會車輛進入。四川都汶、成灌、繞城高
速已經開啟搶險應急綠色救援通道，對救援車輛實
施免費通行。中新社報道稱，不時有民兵、武警等
救援人員背着鐵鍬，冒着細雨徒步前行。汶川縣人
民醫院醫務科科長呂紅強焦急地說，他們中午12
時從汶川出發，「我們想第一時間到現場，我經歷
過汶川大地震，時間就是生命。」

救援困難 不可大面積深掘
參與搜救的地質專家介紹，山體高位垮塌被掩埋的
人員生還的概率非常小，特別是現場搜救作業面狹
窄，大規模救援力量難以展開，為避免塌方體進一步
垮塌引發次生災害，搜救中也不能大面積深度挖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 黃冬、李兵及中新社、新華社報道：24日晨，四川阿壩
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疊溪鎮新磨村突發山體高位垮塌，為降雨誘發的高位遠程崩滑
碎屑流災害。截止24日下午17:00，有62戶農房、120餘人被掩埋。是次塌方量約
800萬立方米，造成河道堵塞2公里，1.6公里道路被掩埋。專家分析，山體高位垮
塌被掩埋的人員生還概率非常小，大規模救援力量難以展開。目前，千餘名救援力
量和醫療救護人員，以及153輛機具車輛，正在現場全力有序開展救援工作，搶奪救
援黃金72小時。現場已救出3人，為一家三口。

■■四川茂縣疊溪鎮新磨村四川茂縣疊溪鎮新磨村2424日發生山體高位垮塌災害日發生山體高位垮塌災害100100餘人被餘人被
埋埋，，救援人員在事發現場搜救救援人員在事發現場搜救。。 新華社新華社

■■圖為準備出發的大熊圖為準備出發的大熊
貓貓。。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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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台《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
優先開放民生領域數據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新聞速遞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

年紀念大會將於8月23日上午舉行預演活動，為保障
預演活動順利進行，從8月22日到23日，天安門地
區及相關道路將分時、分段實施交通管制措施。

■新華社
經李克強總理簽批，中國國務院日前印發了《全國

海洋主體功能區規劃》。這標誌着中國國家主體功能
區戰略實現了陸域國土空間和海域國土空間的全覆
蓋，對於推動形成陸海統籌、可持續發展的國土空間
開發格局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新華社
據中國網信網「辦公室領導」欄目信息，莊榮文任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 ■中新網
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中國國務

院2015年8月20日決定任命鄧忍光為香港海關關
長。 ■新華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日宣佈：應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合作
委員會中方主席張高麗邀請，哈薩克斯坦第一副總
理、委員會哈方主席薩金塔耶夫將於23日至25日訪
華，同張高麗共同主持召開中哈合作委員會第七次會
議。 ■新華社

會議通過《關於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強調，一要推動政
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共享，消除信息孤島，加快整合各類

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複建設和數據「打架」，增強政府公信力，促進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優先推動交通、醫療、就業、社保等民生領域政府
數據向社會開放，在城市建設、社會救助、質量安全、社區服務等方面
開展大數據應用示範，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以大數據促創業創新動力
二要順應潮流引導支持大數據產業發展，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

導向，加大政策支持，着力營造寬鬆公平環境，建立市場化應用機制，
深化大數據在各行業創新應用，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形成與需求緊密
結合的大數據產品體系，使開放的大數據成為促進創業創新的新動力。
三要強化信息安全保障，完善產業標準體系，依法依規打擊數據濫
用、侵犯隱私等行為。讓各類主體公平分享大數據帶來的技術、制度和
創新紅利。

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
會議還決定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涵養就業潛力和經

濟發展持久耐力。會議指出，小微企業是就業的主渠道、發展的生力
軍。繼續實施定向調控，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扶持，讓積極財
政政策更大發力，可以為創業創新減負，讓今天的「小微企」贏得發展
的大未來。
會議決定，在落實好已出台稅收優惠政策的同時，一是從2015年10

月1日起到2017年底，依法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範圍，
由年應納稅所得額20萬元人民幣以內（含20萬元）擴大到30萬元以內
（含30萬元）。二是將月銷售額2萬元至3萬元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
戶和其他個人免徵增值稅、營業稅的優惠政策執行期限，由今年底延長
至2017年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9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通過《關於促

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以提升創業創新活力和社會

治理水平。會議認為，開發應用好大數據這一基礎性戰略

資源，有利於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改造升級傳統產

業，培育經濟發展新引擎和國際競爭新優勢。

發展現代流通業發展現代流通業 為全國統一大市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場「「清障清障」」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9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發展現代流
通業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旺消費
促發展，堅決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各種「路
障」。

實施「互聯網+流通」計劃
會議指出，做強現代流通業這個國民經濟大產業，可
以更好對接生產和消費，促進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
變。

會議指出，一要堅決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
各種「路障」，禁止濫用行政權力限制或排除公平競
爭，禁止利用市場優勢地位收取不合理費用或強制設置
不合理交易條件，降低社會流通總成本。
二要推廣電子商務等新興流通方式，實施「互聯網+
流通」行動計劃，鼓勵流通企業發揮線下實體店的物
流、服務、體驗等優勢，推動實體與網絡市場融合發
展。
支持企業建設境外營銷、支付結算和倉儲物流網絡，

鼓勵流通企業與製造企業集群式走出去。

三要創新流通領域市場監管，推行企業產品質量承諾
制度，以農產品、食品、藥品等對消費者生命健康有較
大影響的商品為重點，建立來源可追、去向可查、責任
可究的全程追溯體系。

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投資
四要完善流通設施建設管理，對公益性農產品批發市
場等創新投資、運營機制，優先保障農貿市場、社區菜
市場、再生資源回收等微利經營設施用地需求，鼓勵社
會力量參與投資。

中央政治局：徹查天津大爆炸 嚴肅追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會召開會議，專題聽取國務院工作組關於天津港「8·12」
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搶險救援和應
急處置情況匯報，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
要求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要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質和
責任，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對涉及玩忽職守、失職瀆職、
違法違規的決不姑息，給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嚴防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會議強調，各有關方面要以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高度負

責的態度，以更加有力的舉措扎實穩妥做好各項工作。一

是要繼續全力搜救遇險人員。
二是要千方百計救治傷員。要加強對醫療救治工作的指
導協調，全力以赴救治受傷人員。
三是要有序進行現場清理。要深入開展風險隱患排查，
科學制定現場清理方案。
四是要加強環境監測。要增強監測力量，對事故區域周

邊大氣、土壤、水質等進行24小時不間斷監測，嚴防發生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一查到底 絕不姑息
五是要做好善後處置工作。對犧牲的消防人員，不論什

麼性質編製，要一視同仁給予榮譽和做好撫恤。

六是要加強信息發佈和輿論工作。要按照及時、準確、
公開、透明的原則，主動發佈事故及其處置準確權威信
息，積極回應群眾關切。
七是要徹查事故責任並嚴肅追責。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要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質和責

任，不放過一絲疑點，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依法
依規嚴肅追責，對涉及玩忽職守、失職瀆職、違法違規的
決不姑息，給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會議強調，近期一些地方接二連三發生重大安全生產事

故，再次暴露出安全生產領域問題突出、形勢嚴峻。各級
黨委和政府要舉一反三，加大安全監管執法力度，堅決遏
制重特大事故發生，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消息，聯合國專家19日就中國天
津爆炸案發出警示，呼籲中國政府和相關企業在事件調查過
程中確保足夠的透明度，包括公佈爆炸原因和影響等信息。
聯合國人權與危險物質和廢料處理問題特別報告員巴斯庫
特．通塞克說，中國政府應當評估其關於危險物質和廢料的
法律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尤其是獲取相關信息的權利。
通塞克9月16日將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一份關於獲取
危險物質信息權利的報告。
通塞克稱，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國家有義務編寫、評估、

更新並發佈關於危險物質的信息，企業也有責任尊重人權，
並確保信息的有效溝通。
該專家強調：「關鍵信息的缺失釀成了這起本可避免或減
輕的災難，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他表示，災後公眾獲取
健康和安全信息渠道據報受到限制等，極有可能導致受害者
數量進一步增加。
「為了尊重和保護生命權、健康權、有益公眾參與以及有
效救助等權利，關於危險物質的信息必須是公開可獲取
的。」該人權專家再次強調。

聯合國籲華確保調查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為期9天、代號為「海上聯
合—2015（Ⅱ）」的中俄海上聯合軍演20日起正式拉開帷
幕，中俄雙方派出各型水面艦船、潛艇、固定翼飛機、艦載
直升機、兩棲裝備等，將在彼得大帝灣海域、克列爾卡角沿
岸地區和日本海海空域展開演習。
此次演習以「聯合保交和聯合登陸行動」為主題，主要科

目包括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反艦等，聯合登陸是「海
上聯合」系列演習中首次增加的聯合登陸作戰科目演練。

雙方兵力混編 組成戰鬥群
根據中俄雙方達成的共識，「海上聯合—2015（Ⅱ）」演
習於8月20日至28日舉行。軍事專家、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
研究員張軍社表示，日本海海空域範圍大，更有利於中俄海
軍在聯合防空、反潛、反艦等科目的演習。

本次海上聯合軍演，中俄雙方參演兵力共計各型水面艦船
23艘、潛艇2艘、固定翼飛機15架、艦載直升機8架、陸戰隊
員400人、兩栖裝備30台。雙方參演兵力將採取混合編組和
獨立編組相結合的方式，編為5個水面艦艇戰術群和4個航空
兵戰術群展開演習活動。

中國三大艦隊主力戰艦登場
新華社報道稱，「海上聯合－2015（Ⅱ）」中俄海上聯合

軍演中方參演編隊，20日上午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俄海
軍在金角灣碼頭舉行歡迎儀式。中方派出海軍三大艦隊的7艘
艦艇、海軍陸戰隊員200人和空軍5架預警機、戰鬥機參演。
據悉，中方參演的水面艦艇為導彈驅逐艦瀋陽艦、泰州
艦，導彈護衛艦臨沂艦、衡陽艦，登陸艦長白山艦、雲霧山
艦，綜合補給艦太湖艦。

中俄日本海軍演 增練聯合登陸作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消息，近
日，俄外長拉夫羅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俄中聯合演習是為了對抗新的國際挑戰和
威脅。俄聯邦通訊社19日發表題為「美
國要小心了：俄中將在日本海學習相互協
作」的文章爆料稱，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
安東諾夫近期表示，俄中計劃「明年在南

海舉行海上聯合演習」，演習還將包括俄
在亞太地區的「其他盟友」，但他並未明
確指出是哪些國家。他稱，俄中達成一點
重要共識，即美國才是南海的主要不安定
因素，「我們對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感到
憂慮，特別是美國越來越將重點放在對俄
中進行系統性遏制上。」

俄媒：中俄明年擬在南海聯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消息，韓聯社8月20日報道，韓
國總統府青瓦台外交安全首席秘書朱鐵基20日召開媒體吹風
會，宣佈總統朴槿惠將於9月2至4日訪問中國，出席中國政
府3日在北京舉行的「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周年」紀念活動。
朱鐵基介紹，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朴槿惠將出
席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活動，訪華期間韓中兩國領導人還將舉
行會談，但朴槿惠是否出席閱兵式還不確定。
另一方面，他還透露，朴槿惠計劃於9月3日下午訪問上
海，出席第二天舉行的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重新
開放等韓國光復70周年紀念活動，目前相關行程還在協調之
中。

朴槿惠9月2—4日訪華

BBC紀錄片：中式教學水準高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聞晨報消息，BBC紀錄片《我們的

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國式教學》大結局當地時間18日夜
間播出，中國老師教的英國學生實驗班在數學、自然科
學的最終考試成績比起英國老師教的那組學生整體成績
高出10%，校長斯托格承認中國老師勝出，他與中國老
師握手表示祝賀勝利，並且說「英國學生真的要向中國
學生多學點東西」。
這部紀錄片拍攝了中國5名頂尖老師在英國博航特公

立中學一個實驗班教學一個月的過程，BBC聲稱這個實
驗班完全按照中國傳統教學方法，每天從早晨7點開始
學習12小時，一個班共50個學生。一個月後，中國老師
教學的實驗班與英國老師教的同等學力班級共同參加數
學、自然科學的考試，看哪種方法更加行之有效。
最初，中國老師與英國學生因課堂紀律問題衝突不
斷，就算把家長叫來或者課堂罰站也不管用。5位中國
老師一致認為，是英國的福利制度養出了懶散的學生，
他們認為不需要努力學習，生活也不會有問題。
不過，第三集裡的考核總算讓中國老師挽回了面子，
中國實驗班學生最終考試成績比英國班提高10%。
中英兩個班學生參加的考試由第三方獨立機構「教育

研究學會」出題，這個機構表示：「中國老師教學的實
驗班表現出來很高的水準，英國班比起他們有一定差
距，這在以前我們主持的考試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媒報道，泰國警察總長頌育於當地
時間20日表示，有至少10人涉嫌參與了曼谷四面佛爆炸
案，這些人中一半以上是外國人。
泰國警方此前稱，據信有包括一名外國人在內的至少3
人涉嫌參與實施了17日發生在曼谷市中心四面佛神廟的爆
炸案。泰國警察總長頌育20日對記者表示，這個犯案「網
絡」包括在街頭放風、準備炸彈、在爆炸現場以及知曉逃
離路線的人，應該至少有10人參與作案。
另一方面，最新消息指此次爆炸已致7名中國人遇難，
包括大陸居民5人、香港2人。住院治療26人，包括大陸
19人、香港5人、台灣2人。新增死亡人員為日前失聯的中
國公民。

泰警方：至少10人參與炸彈襲擊

■■圖為李克強今年初在圖為李克強今年初在
貴州考察北京貴州考察北京··貴陽大數貴陽大數
據應用展示中心據應用展示中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88月月2020日日，，救援人員操作大型機械清理爆炸核救援人員操作大型機械清理爆炸核
心區周圍停車場心區周圍停車場。。 新華社新華社

■■參加中俄參加中俄「「海上聯合－海上聯合－20152015(II)(II)」」
軍事演習的中國軍事演習的中國77艘艦艇艘艦艇。。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中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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