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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多家外企錯列台藏為“國”被整改
外交部：在華興業應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外

網友舉報的違規外企（部分）

資企業萬豪酒店將中國西藏和港澳

美敦力

台列為“國家”事件餘波未平之

美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Medtronic）總部位於美國
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其中文網國家選項卡，
把“中華民國（Taiwan）”與其他國家並列。

際，再有媒體報道和網民舉報，達
美航空官網、ZARA 網站、美敦力
網站等都存在與萬豪相似情況。目

萬豪國際酒店

前，中國民航局已責令達美航空立
站立即更改違法違規內容，並同時

即萬豪國際集團（Marriott International），總部位於
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該公司在其會員郵件和APP
註冊頁面將港澳台地區和西藏列為“國家”。

要求其公開道歉。中國外交部發言

ZARA

人陸慷在 12 日強調，中方歡迎外

ZARA（颯拉）是西班牙Inditex集團旗下子公司，既是服裝
品牌也是連鎖零售品牌。其中文網將台灣稱為“國家”。

即整改，上海市網信辦責令兩家網

國企業赴華投資興業，同時在華經

達美航空

營的外國企業也應當尊重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

寶格麗

■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總部位於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其中文網頁“國家”選項，將中國、台灣、西藏並列。

經

上海市網信辦 12 日發佈消息稱，已責令
ZARA 以及美敦力兩家網站立即更改違法違規
內容，並於 12 日 18 時前在官方網站刊發致歉
聲明。上海市網信辦相關負責人強調，網絡空
間不是法外之地，跨國企業應遵守中國互聯網
相關法律法規，做到合法合規運營。中國民航

二十餘航空公司仍未糾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繼
多家外資企業被爆出在官網中錯誤地將港
澳台地區列為“國家”後，12日有記者發
現依舊有多家外國航空公司存在此類問
題。
據不完全統計，在全球三大航空聯盟
（星空聯盟、天合聯盟、寰宇一家）內
部，包括美國聯合航空、荷蘭皇家航空、
法國航空、俄羅斯航空、沙特阿拉伯航
空、奧地利航空、澳洲航空、巴西天馬航
空、柏林航空、布魯塞爾航空、芬蘭航
空、韓亞航空、加拿大航空、卡塔爾航
空、馬來西亞航空、美國航空、日本航
空、瑞士航空、土耳其航空、西伯利亞航
空、印度航空、約旦皇家航空、新西蘭航
空、斯里蘭卡航空等在內的約 24 家外國
航空公司，在官網的註冊會員信息、意見
與投訴等相關頁面，存在將香港、澳門、

台灣與中國並列顯示在“國家”、“國
籍”欄目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奧地利航空官網英文
頁面在顯示台灣時，還標注了“中華民
國”字樣。
外國航空公司錯誤標注港澳台地區的
行為，曾在 12 日受到中國民航局的嚴厲
批評。
民航局在聲明中稱，將要求運營至中
國航線的所有外國航空公司立即對企業網
站及APP等客戶端信息進行全面排查，嚴
格遵守中國法律法規，杜絕同類事件發
生。
達美航空已在 12 日晚間就針對將西
藏、台灣列為“國家”事件，在官網發出
公開致歉信稱，對於這一嚴重錯誤，表示
由衷歉意，並指已採取緊急措施，糾正了
網站上的錯誤。

香奈兒
香 奈 兒 （Chanel） 是 法 國 奢 侈 品 品
牌。其中文網站“聯繫我們”頁面的
“國家”選項中，將“中國“與“香港”並列。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新華社）

以及美敦力中文網錯誤
ZARA
網絡圖片

涉事外企悄然自行改正

局也表示，已第一時間約談達美航空公司相關
負責人，責令其查明事實，立即整改，限時刊
發致歉聲明。
據悉，因為萬豪酒店這一前車之鑑，一些
企業已加入改錯行列。例如達美航空網站已悄
悄撤銷“西藏”選項，也將“香港”和“澳
門”分別改成了正確表述——“中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和“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ZARA
將相關頁面撤走，美敦力則收回“中華民國”
字眼。
在 12 日 舉 行 的 中 國 外 交 部 例 行 記 者 會
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相關問題時表
示，中方有關部門已對此作出了處理，該企
業負責人也已公開致歉。他強調，香港、澳
門、台灣、西藏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客
觀事實，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他表示，中
方歡迎外國企業赴華投資興業，同時在華經
營的外國企業也應當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遵守中國法律，尊重中國人民民族感
情。這也是任何企業到其他國家投資興業、
開展合作最起碼的遵循。

網友舉報
■
表述截圖

網友舉報，達美航空中文網頁的“國
家”選項，也將中國、台灣、西藏並
列；在 ZARA 的中文網站中，有衣服回收的選
項，然而在介紹中也將台灣稱為“國家”；在
美敦力的中文官網上，選擇國家的選項卡，也
明顯把“中華民國（Taiwan）”與其他國家並
列。也有網友舉報稱，在寶格麗的中文官網
上，尋找最近的專賣店的“選擇國家”選項
中，將“中國”與“台灣”並列；在香奈兒中
文網站“聯繫我們”頁面的“國家”選項中，
將“中國”與“香港”並列、梵克雅寶也在其
網站上採取類似做法，將“中國”和“台灣”
都列入“國家”列表。

網絡圖片

寶格麗（BVLGARI），是意大利珠寶品牌。其中文官
網“選擇國家”選項中，將“中國”與“台灣”並列。

洞庭湖修復生態 清 197 萬株外來黑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2017
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在督察反饋意見中指出，
歐美黑楊大面積種植，損害洞庭湖的自然生
態。目前，湖南省正在強力推進洞庭湖自然保
護區內的楊樹清理工作，洞庭湖各自然保護區
核心區內的歐美黑楊，已全部清理完畢，累計
清理79,982畝，共197萬株。
湖南省林業廳有關負責人介紹，1977年，
洞庭湖區的漢壽縣和益陽沅江市，首先將歐美
黑楊作為護堤防浪林和抑螺血防林引入栽種，
但大規模栽種歐美黑楊，對洞庭湖生物多樣性
保護和濕地生態系統的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外來物獨霸 重創原生態
湖南省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副總工程師趙
克金介紹，有的種植戶在湖泊濕地內採用工程
挖溝抬壟後，在壟上栽植楊樹，嚴重破壞了湖
泊濕地生態系統結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導致
濕地生態系統向陸地生態系統演替，威脅了魚

江西破一噸毒案抓獲 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江西新余警方透露，當
地日前破獲一起中國公安部部
督特大製販毒品案，抓獲犯罪
嫌疑人 14 名，繳獲固體結晶
（疑似 K 粉）56.5 千克，半成
品 610.3 千克，原材料 375 千
克。
據 了 解 ， 2017 年 2 月 16
日，新余市警方接到線索，有
人在該市分宜縣涉嫌製販毒
品。案情重大，新余市警方刑
偵部門立即成立專案組開展偵
查。通過縝密偵查後，專案組
初步查明這是一個疑似製造
“K 粉”的製販毒團伙，且製
毒數量較大、涉案人員眾多。
經過長期、細緻偵控，
2017 年 12 月，專案組發現該
團伙從浙江寧波購買大量的易
製毒化學品後，所有成員均前
往宜春市萬載縣赤興鄉準備大
批量製毒。
2017 年 12 月 19 日，江西
省新余市警方調集刑偵、特
警、禁毒等相關部門 40 餘名
警力前往萬載縣收網，在當地
警方的大力協助下，成功抓獲
全部團伙成員 14 名，繳獲大
量成品毒品及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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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水生動物和鳥類的生存環境。在洲灘濕地
栽植楊樹，成林後將造成濕地植被群落衰退乃
至大面積死亡，造成物種單一的“綠色荒漠”
景象，使得湖泊濕地的生物多樣性下降。歐美
黑楊還加快了湖區泥沙淤積速度，降低了濕地
行洪能力。
省林業廳野生動植物保護處負責人薛萍表
示，洞庭湖區的楊樹清理，涉及 4 個自然保護
區：東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橫嶺
湖。各自然保護區核實的楊樹種植總面積為
28.75 萬畝，其中核心區 7.99 萬畝、緩衝區
11.46萬畝、實驗區9.3萬畝。
截至2017年12月6日，洞庭湖各自然保護
區核心區裡的楊樹全部清理完畢，比規定整改
期限提前25天，累計清理79,982畝，共197萬
株。按湖南省計劃，2020年年底前，洞庭湖自
然保護區緩衝區內的楊樹也將全部予以清理；
實驗區栽植的楊樹，按照林種、樹齡和栽植區
海拔高度及生態評估情況，分別採取清理、調

整樹種等措施加以治理。
湖南省政府辦公廳近日印發《洞庭湖生態
環 境 專 項 整 治 三 年 行 動 計 劃 (2018—2020
年)》，突出推進洞庭湖生態環境十大重點領域
和九大重點區域整治，到2020年，湖體水質要
達到Ⅲ類標準。對濕地、灘塗大面積種植歐美
黑楊問題的整治，名列其中。省林業廳有關負
責人表示，湖南省將邊清理邊修復，逐步恢復
退化濕地。

三年計劃治生態
根據三年行動計劃，專項整治分為全面推
進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深入開展城鄉生活污染
治理、集中整治工業污染、加強船舶污染防
治、保障飲水安全、實行溝渠清淤疏浚、推進
黑臭水體治理、整頓湖區採砂秩序、加快溼地
生態修復、加強血吸蟲病防控十大重點領域。
通過多項舉措，到2020年，實現湖體水質達到
Ⅲ類水質標準等主要目標。

■歐美黑楊大面積種植，損害洞庭湖的自然生態，湖南省
強力推進楊樹清理工作，圖為 2017 年 12 月湖南沅江北勝
洲上，最後一棵歐美黑楊倒下。
網絡圖片

■上海海事局的救援船隻 12 日
在噴射泡沫降溫滅火。
在噴射泡沫降溫滅火
。 新華社

“桑吉
桑吉”
”輪再發現兩遺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本月 6 日，巴拿馬籍
油輪“桑吉”輪在東海與一艘香港註冊貨船相撞，油
輪起火，32 名船員失蹤。上海海上搜救中心 13 日證
實，救助人員登上“桑吉”輪，發現兩具遇難船員遺
體 並 帶 回 ， 並 帶 回 該 輪 VDR 設 備 （ 船 舶 “ 黑 匣
子”）。

具遺體。
據央視 12 日直擊報道，“桑吉”輪船身猛烈燃
燒，溢油情況比前兩天明顯增多，火勢已經蔓延到海
面，船體傾斜嚴重，非常脆弱。

船體傾斜嚴重

另外，中國國家海洋局最新消息顯示，事故船舶
附近海域發現長約 5 公里的油污帶。採樣分析顯示，
海水中石油類物質濃度為每升5.46-21.3微克。
據悉，“桑吉”輪裝載的凝析油在 24 小時後幾
乎完全揮發，萬一發生洩露，對海洋環境造成的影響
比原油洩露小得多，但在空氣中瀰漫，易引發火災爆
炸事故，揮發後對大氣將造成一定的污染。
中國國家海洋局表示，事發後，立即成立領導小
組，密切監測事故對海洋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據悉，13日早上，上海打撈局“深潛號”專業救
助打撈船通過吊臂將佩戴空氣呼吸器的 4 名救助人員
吊送至“桑吉”輪船艉甲板展開搜尋，在救生艇甲板
發現兩具遇難船員遺體。隨後，救助人員進入船舶駕
駛台，未發現其他遇險船員。救助人員取下“桑吉”
輪的黑匣子後，救援人員嘗試進入船艙，但艙內溫度
高達攝氏 89 度，無法進入。救援人員至今一共找到 3

5公里油污帶

華綠色安全新法
製備氧化石墨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科院金屬
研究所研究人員近日提出了一種電解水氧化製
備氧化石墨烯的新方法，打破了 150 多年來通
過強氧化劑對石墨進行氧化的傳統思路，實現
了氧化石墨烯的安全、綠色、超快製備。
相關成果近日在《自然通訊》上線上發
表。相關技術已申請中國發明專利和 PCT 專
利，並已轉讓成立了深圳烯材科技有限公司。
氧化石墨烯是一種重要的石墨烯衍生物，
被廣泛用於製備多功能分離膜、高導高強纖
維、超輕超彈性氣凝膠等功能材料，並且在電
化學儲能、催化、生物醫藥、複合材料等方面
表現出良好應用前景。目前，氧化石墨的製備
主要基於石墨與大量濃硝酸、濃硫酸、高錳酸
鉀等複合強氧化劑的反應來實現，不僅存在爆
炸的風險，而且污染嚴重，反應周期長。
中科院金屬研究所沈陽材料科學國家研究
中心先進炭材料研究部提出的新方法，首先在
濃硫酸中將石墨插層，然後在稀硫酸中對插層
石墨進行氧化。氧化石墨烯中的氧元素主要來
源於電解液中的水，電解水產生的大量高活性
氧自由基與石墨反應生成了氧化石墨烯。反應
中硫酸幾乎沒有損耗，氧化速率還提高了 100
倍以上，有望大幅降低製備成本，有利於氧化
石墨烯的工業化應用。

流落歐洲化石
回歸中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八塊距
今1.25億年至1.6億年的恐龍和鳥化石輾轉
自歐洲回到故鄉遼寧，並於 13 日正式落戶
遼寧古生物博物館，其中包括7塊帶羽毛恐
龍化石和一塊原始鳥類化石，均產自遼西的
燕遼生物群和熱河生物群。
2017年1月，法國化石收藏家艾斯奎里
先生委託比利時恐龍學家哥德弗洛伊教授向
中方表示願將他們在歐洲收集和研究的這8
塊化石標本無償贈送給遼寧古生物博物館。
1996 年起，中國帶羽毛恐龍“中華龍
鳥”、“尾羽龍”、“小盜龍”、“赫氏近
鳥龍”等化石的發現，為鳥類起源於獸腳類
恐龍的假說提供了新的重要證據，為解決鳥
類起源問題做出了世界性貢獻。“此次‘返
鄉’的8塊化石就屬於對研究鳥類起源以及
恐龍和鳥類之間進化關係具有重大意義的化
石。”著名古生物學家孫革教授說。

新聞 速遞
北斗科技集團旗下北斗七星（重
慶）物聯網技術有限公司日前首發其自
主研製的基於北斗精準定位的物聯網無
線數據模組，包括 3 款模塊，其中定位
為高端產品的全網通智能 LTE 模塊 S809
性能強大，支持多種衛星導航定位，可
滿足不同環境下快速、精準定位的需
求。
■新華社
由中國路橋公司牽頭的中國企業聯
合體成功競得克羅地亞佩列沙茨跨海大
橋和連接線一期工程。 該項目預估造價
超過 4 億歐元，是克羅地亞獨立以來規
模最大的戰略性基建項目，歐盟基金將
承擔85%的項目建設支出。 ■新華社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與尼泊爾電信公司
12日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行兩國跨境
光纜開通儀式，尼泊爾正式經由中國線路
接入網際網路。此前，尼泊爾完全依賴印
度的海底光纜接入網際網路。 ■新華社
2018 年鐵路春運期間（2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為了方便旅客到站取票，北
京西站提升服務措施，持護照、港澳通
行證、大陸通行證的網絡購票旅客可在
自助設備快速取票。
■新華社
廣州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消息，2018 年廣州將完善服務高
層次外籍人才子女教育體系，籌建 2 所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