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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領事部表示，近半年

來，印尼華人獲頒赴華探親簽證和商務簽證

的數量大幅提高，其中短期探親簽證頒發量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224%，商務簽證的頒發量

及長期多次簽證頒發量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

了66%和400%，享受了根據真實赴華目的申

請簽證帶來的便捷服務。使館此後還將為符

合條件的申請人審發1年多次、2年多次的相

應種類簽證。 ■中新社
2017年適逢“中澳建交45周年”和“中

澳旅遊年”，中國國際航空公司10日開通北

京-布里斯班航線，每周四班，預計將在未來

四年為昆士蘭州輸送近17萬人次新遊客。

■中新社
“2017馬來西亞年度漢字”評選活動10

日在吉隆坡揭曉，反映“一帶一路”倡議及

人民期望有更好出路的“路”字在28,887張

投票中拿下8,795票，成功成為馬來西亞年度

漢字。2011年至2016年的年度漢字分別為

“轉”“改”“漲”“航”“苦”和“貪”

字。 ■中新社
中國教育部近日印發《義務教育學校管

理標準》，明確指出要加強教師管理和職業

道德建設，嚴格要求教師尊重學生人格，不

諷刺、挖苦、歧視學生，不體罰或變相體罰

學生，不收受學生或家長禮品，不從事有償

補課。 ■中新網

10名女軍人11日登上南沙群島永暑礁，

正式走上各自工作戰位（圖）。至此，海軍

南沙島礁一線守衛崗位迎來了首批女軍人。

據了解，10人來自全國7省市，既有軍官也

有士官，都是90後大學生，平均年齡23歲。

■央視新聞
2018年度中國國家公務員筆試10日結

束，實際113.4萬人參加考試，試題科技類比

重較大，“蛟龍潛水”、“人工智能”也進

入了試卷。本次國考的實際參考率約為

88%，考生將角逐2.85萬個職位，參加考試

人數與錄用計劃數比例約為40:1。 ■中通社

南京大屠殺兩重磅史料首發
《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拉貝日記》耗時2年編成 助捍衛歷史真相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上周剛在北京召

開董事會的亞投行11日宣佈將投資2.5億美元

（約16.2億元人民幣），用於北京天然氣輸送

管網建設工程，助力“北京藍”。這亦是這家

由中國倡議建立多邊金融機構首次在華貸款項

目。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年終招待會中強調

說，亞投行將繼續秉承綠色發展的理念。

覆蓋近22萬戶 每年少用65萬噸煤
據新華社報道，亞投行在一份公告中說，

貸款用於建設覆蓋大約510個村落、連接大約

21.675萬戶家庭的天然氣輸送管網等工程。投

入使用後，預計每年可為北京減少65萬噸標準

煤的使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9.57萬噸、顆

粒物排放量3,700噸、二氧化硫排放量1,488

噸、氮氧化物排放量4,442噸。

“中國對於削減煤炭依賴的承諾將改變人

們生活、提升環境品質，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決

定投資這個項目。”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說，

“我們毫不動搖地致力於幫助亞投行成員實現

各自環保目標和發展目標，尤其是兌現它們在

《巴黎協定》框架下的承諾。我們在中國的首

個項目就將以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並幫助這個亞洲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

更具活力，這筆投資再合適不過了。”

首筆公司貸 預計2021年完工
實際上，這也是亞投行開業以來的首筆公

司貸。項目執行方為北京市燃氣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整體項目預計2021年完工。亞投行副行

長兼首席投資官潘迪安表示，實施這個項目，

將對提升北京居民生活品質產生顯著的積極效

應。

2017年有23個經濟體加入亞投行，全年亞

投行新批准了12個新的基建項目，包括在埃及

的太陽能貸款，成為首個亞洲域外的項目。

亞投行首筆在華貸款 16億助京治污

■北京冬季空氣污染嚴重，市民在霧霾天常要
戴口罩出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引述法國《歐洲時

報》報道，經“確保我們銘記”為華工立碑項目

三年的努力和籌備，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歐洲戰場上9.6萬名中國勞工的華表紀念碑，將

於2018年9月6日在倫敦揭幕。

碑高9.6米 紀念9.6萬華工
在7日舉行的“確保我們銘記”為華工立碑

項目的發佈會上，項目主席劉中慶及副主席陳德

樑表示，這座為紀念一戰中國勞工而設立的華表

紀念碑，將矗立在倫敦城市機場附近的皇家阿爾

伯特碼頭。紀念碑確定高9.6米，正面將面向中

國山東方向，底座大理石上銘刻4幅展現中國勞

工當年“被招募”、“赴歐”、“工作”和“歸

國”的畫面。

劉中慶表示，華表紀念碑的揭幕時間之所以

選在2018年9月6日，以及紀念碑的設計高度定

為9.6米，都是為了向當年9.6萬名被英軍僱傭的

一戰中國勞工們致敬。

1917年，9.6萬名中國勞工被英軍僱傭，遠赴

重洋，承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西線戰場上的勞

力工作。中國勞工給英軍帶來了充足的後勤人員補

給，保障了英軍作戰的勝利。然而，這一群中國勞

工的付出和犧牲，卻鮮少被人們所提及。

今年11月11日，由英招華工後代及有關團

體代表組成的中國勞工紀念隊伍，第一次出現在

了英國國殤日紀念活動上；之後，英國電視台第

4頻道製作並播出了講述一戰華工歷史的紀錄片

《英國被遺忘的部隊》。在華工故事被更多人了

解的同時，立碑項目獲得了各界團體和個人的支

持和贊助。陳德樑說，華表紀念碑的預算為40

萬英鎊，目前集資工作仍在進行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時間11

日零時40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

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將阿爾及利亞一號通信衛

星發射升空，衛星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獲得

圓滿成功，兩國元首互致賀電。

阿爾及利亞一號通信衛星是中阿兩國航天領

域的首個合作項目，也是阿爾及利亞第一顆通信

衛星，將主要用於阿爾及利亞的廣播電視、應急

通信、遠程教育、電子政務、企業通信、寬帶接

入和星基導航增強服務等領域。

兩國元首互致賀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

弗利卡互致賀電，祝賀衛星發射成功。習近平在

賀電中指出，阿爾及利亞一號通信衛星項目是中

阿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重要體現，開創了中國同

阿拉伯國家開展航天領域合作的成功先例，將為

推動阿爾及利亞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進步

發揮重要作用。

布特弗利卡在賀電中表示，阿爾及利亞一號

通信衛星成功發射是阿中兩國航天合作的重大成

就，體現了雙方深厚的傳統友誼。阿方願同中方

共同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國成功發射阿爾及利亞一號通信衛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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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華工紀念碑明年倫敦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中國

長春揭牌中俄高鐵技術聯合研發中心不到一

個月後，中車長客股份公司11日對外披露，

由該公司與莫斯科國立交通大學、俄快速幹

線公司等單位組建的中俄高鐵技術聯合研發

中心於本月8日在莫斯科揭牌。

近年來，中俄雙方在高鐵領域的合作不

斷深入，2014年和2016年分別簽署了“中俄

高鐵合作諒解備忘錄”和“中俄高鐵合作”

意向書，兩國擬共同開展“莫斯科—喀山”

高速鐵路項目。

中俄高鐵技術聯合研發中心主要為中俄

高鐵合作項目提供技術支撐。未來雙方將按

照聯合研發中心組建協議，協作開展列車耐

高寒、節能、運維等技術研究工作，同時培

養國際化高水平的工程技術人員、整合技術

標準，提升兩國技術水平實力。

中國中車總工程師張新寧表示，當前中

國中車正在實施“市場+技術”的國際化經營

戰略，目前已建立了中德、中英、中美等十

幾個聯合研發中心，已初步形成面向全球的

研發網絡。

中俄互設高鐵技術聯合研發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中新社消

息：記者11日從中國最高檢

獲悉，日前，最高人民檢察

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第十

八屆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

慶市委原書記孫政才以涉嫌

受賄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

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

行中。

孫政才涉受賄
立案偵查

“南京大屠殺檔案”是中華民族苦難和人

類創傷記憶的重要載體，2015年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南京大屠殺檔

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為有效保護與合

理利用這些珍貴檔案，中國中央檔案館、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

館、上海市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和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7家單位對所藏南

京大屠殺檔案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數字化、

編排，並由南京出版傳媒集團．南京出版社出

版。

檔案數據庫網發 全球讀者可查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馬振犢介

紹，《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

影印本分為7輯，共20冊，另有總目1冊。冊

內每件檔案均有中文解說，並同時配有英、日

譯文。涉及內容包括日本戰犯供詞，《程瑞芳

日記》，中國紅十字總會、世界紅十字會、南

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金陵大學等機構的相關檔

案及國民政府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檔案，聯合

國及國民政府新聞資料，日軍關東軍憲兵司令

部殘存檔案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屠殺檔案”數

據庫同時在網上發佈，全球讀者均可隨時隨地

上網查閱。“這也充分體現了我們通過公佈檔

案，捍衛歷史真相的決心和信念。”南京出版

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朱同芳說，“南京大

屠殺檔案”作為世界記憶遺產的一部分，見證

了中華民族一段沉重的歷史，更記載了南京這

座城市曾經血與火的傷痛。珍稀檔案的公開出

版和線上發佈同時進行，這是出版模式的一次

創新，在全國尚屬首次。

日記詳記暴行 固化記憶維護史實
《拉貝日記》影印本是根據中央檔案館

館藏的《拉貝日記》原件影音出版，共6卷8

冊、2,000餘頁，未作任何刪節，主要內容包

括拉貝在南京大屠殺前後所寫的日記和書信，

南京安全區向日本大使館遞交的60餘件公函

和400餘件暴行報告，拉貝收集的世界各國對

日本侵佔南京後大屠殺暴行的新聞報道，以及

他回國後形成的南京淪陷報告和日軍暴行照片

等。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

長張建軍表示，《拉貝日記》從第三方的視

角，客觀、詳實、連貫地記錄了日軍空襲南京

和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是真實呈現南京大屠殺

歷史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和重要鐵證。

《拉貝日記》影印本的出版將是拉貝研究的新

起點，是南京大屠殺史實傳播的新成果，是固

化南京大屠殺記憶、維護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有

力舉措。

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指出，戰後70多

年來，日本政界部分人士對南京大屠殺一直含

糊其辭甚至公開否認，《世界記憶名錄——

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拉貝日記》通過影印形

式出版，讓全世界人士可以根據實證作出正確

判斷，也讓那些妄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右

翼正視歷史，不要重新走上危害和平的老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之

際，兩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重磅史料——《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

和《拉貝日記》影印本在南京首發。這兩部叢書是由中國國家檔案局組織各方

力量，耗時兩年編輯而成，將為傳播歷史真相和促進歷史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在《世界

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拉貝日記》影印本首

發式現場，有一位遠道而來的特殊嘉賓，那就是《拉貝日

記》作者約翰．拉貝的孫子托馬斯．拉貝。2016年4月，

托馬斯．拉貝將其祖父的日記（南京卷）手稿贈予中國中

央檔案館。他說，祖父在南京期間留下了很多日記，記錄

了當時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希望作為控訴日軍暴行的罪

證。“過去發生的事情是不可否認的，目前我們都有（南京

大屠殺的）這些證據，所以不能否認這些事實。”對於如今

日本有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托馬斯強調，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尊

重歷史、了解歷史，對歷史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他說，和中

國紀念南京大屠殺一樣，猶太人大屠殺在德國也一直被不

斷回憶和紀念，而回憶和紀念的目的是為了不會忘記。

托馬斯．拉貝自2001年就開始經常來到南京，並循

着祖父的足跡走訪了南京的拉貝故居、南京城牆、鼓樓

醫院等。他形容每次來南京的感覺都像回家一樣，還專

門出版了一本關於祖父和南京的歷史的書籍《約翰拉貝

的生活、朋友和故事》。

■《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叢
書。 賀鵬飛攝

■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等人向托馬斯．拉貝贈送《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和《拉貝日記》影印本。 賀鵬飛攝

■《拉貝日記》影印本。 賀鵬飛攝

拉貝孫：史實不能否認

■一戰中國勞工華表紀念
碑設計提案。 網上圖片

10日下午，美國舊金山中華

文化中心，中英文口號聲不斷響

起，由南京大屠殺索賠聯盟、舊金

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舊金山抗日史實

維護會和慰安婦正義聯盟聯合主辦的“南

京祭”紀念活動進入第21年。來自華裔、

韓裔、菲律賓裔、非裔及白人社區各界人

士500餘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殺的死難

者默哀，獻上白色玫瑰，華人合唱團合唱

《黃水謠》和《保衛黃河》。

今年的南京祭以中英文雙語進行，

播映由反戰人士製作的歷史紀錄片，並

邀得戰爭受害者講述經歷。加州及三藩

市多名政界代表將出席活動，出席者之

後到聖瑪麗廣場參觀慰安婦紀念雕像。

■中新社

舊
金
山
第
21
年
舉
辦﹁南
京
祭﹂

■社區各界人士向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獻花。南京大屠殺索賠聯盟主席
張藍真（上圖）致辭。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