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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這首《詩經．小雅．鹿
鳴》中所彰顯的「樂以天下」的主題曾
經被歷代文人所推崇，而其中的「簧」
在我國先秦文獻中指的便是口弦琴。5
月21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音
樂學院聯合舉辦石峁遺址出土口弦琴新
聞發佈會。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
勇在發佈會上表示，經過連續兩年的發
掘，考古工作者在陝西石峁遺址皇城台
發現不少於20件、距今4,000年的骨製
口弦琴。這也是目前中國所見年代最
早、出土數量最多的弦樂器。

最原始古樂器之一
據介紹，口弦琴是最原始的古樂器之

一，素有人類音樂「活化石」的美譽，
最早被用於宗教祭祀，逐漸成為一種世
界性「樂器」。
據悉，從2012年開始，考古工作者
深入發掘陝西石峁遺址，發現該遺址是
一座包含皇城台、內城、外城三重城垣
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內面積逾400萬
平方米，距今約4,000年。其中，皇城
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分佈着
大型宮殿、宗廟、池苑及作坊，具備了
早期宮城性質，出土陶器、骨器、石
器、玉器等品類豐富的各類遺物。
孫周勇在發佈會上指出，此次發佈的這

批骨製口弦琴，均出土於皇城台東護牆北
段上部的「棄置堆積」內，其考古背景明
確、共存器物豐富、結構完整、特徵明
確，是中國音樂史上的重要發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

記者近日在一家位於天津市南開區的夏
利品牌銷售門店看到，雜物成堆，展

台空蕩，店內人員證實已停止銷售。在距市
中心15公里的天津一汽夏利有限公司附近，
記者找到了一家仍在營業的銷售門店。店內
的銷售人員也表示，夏利系列的車型目前已
經處於停產狀態，也不再進行相關車型的銷
售。

曾是中國的士家用車龍頭
據一汽夏利公佈的2017年公司年報顯
示，2017年全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4.51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28.34%，
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負16.41億
元，同比降幅達1,110.64%。截至2017年
底，一汽夏利資產總額為49億元，淨資產僅
有8,831.2萬元，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總
額佔企業資產總額的百分比）高達98.2%。

天津夏利曾在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市場創造
過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輝煌，甚至可以說是中
國消費者真正意義上的第一輛家用轎車，滿
足了大眾的出行需求。
「省油，好用！出門都不說打出租車，

就說打個夏利。一輛10萬，那個時候可真
不是個小數目，可大家都認這車。」開了
20年出租車的司機王國升表示，自己當年
最喜歡的就是夏利汽車。
但隨着人們對於車輛的要求越來越高，

「夏利熱」漸漸消退。夏利的經典車型採用
的是三缸發動機，功率相對較小，夏天的時
候怕車裡乘客熱，一開空調，夏利就爬不動
坡了。

技術落後不敵合資進口車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在過去的十年間，一

方面，中國市場全面放開合資車的門檻限

制，國外先進技術和優秀車型湧入，消費者
選擇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從2011年至
2018年，夏利汽車既沒實現產品的「換檔升
級」，又錯過了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浪潮，被
國產品牌競爭者們追趕、反超。

將積極調整或推新能源車
此外，一汽夏利的境況同其自身定位以及

缺少自主經營權有很大關係。2002年，夏利
公司總股本50.98%的股份被天津汽車集團
公司轉讓給一汽，為了減少一汽集團內部同
業競爭，夏利汽車一直定位於經濟型汽車市
場。
一汽夏利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夏利系列只是暫時停產，2018年下半
年，公司將採取重要舉措以應對目前虧損的
經營狀況，舉措包括但不限於推出新車型、
調整系列定位，甚至產銷新能源汽車。

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大半個中國的道路都

被紅色的夏利和黃色的大發所「佔據」，這兩種車在路上

川流不息，被戲稱為「番茄炒雞蛋」。昔日輝煌不復現，

日前，深交所發佈的《一汽夏利：2018年4月份產銷量

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顯示，今年4月份，夏利系列汽

車的產量與銷量均為零。這個曾連續18年佔據全國銷

量冠軍寶座、第一款出口國外的國產轎車品牌，正在

面對暫時性停產的困境。 ■新華社

雲南麗江知名景點玉龍雪山冰川公園宣
佈，自22日起，上山入園索道每日限流1萬
人。
據報道，2015年至2017年期間，玉龍雪山
冰川公園每年接待中外遊客逾200萬人次。

遊客到玉龍雪山冰川公園遊覽，主要乘坐玉
龍雪山旅遊索道，索道下部站海拔3,356米，
上部站海拔4,506米，索道斜長2,980米，垂
直高差1,150米。
目前，玉龍雪山冰川公園索道的設計運力

為1,200人次/小時，索道運行的正常速度為6
米/秒。索道設備按照正常運行能力計算，運
送1萬人次往返需要8小時，加上中途上下遊
客間歇時間及設備開機前後檢查時間，每日
完成1萬人次的接待工作大概需要11小時。

主管部門介紹，該區域氣候複雜，在大
風、暴雪等特殊天氣條件下會導致索道出現
不能正常運送遊客，甚至停機，因此不得不
限流。

■《春城晚報》微信公眾號

創新乏力 虧損16億

「國民轎車」夏利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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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製口弦琴首展吸引眾多參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陝西石峁遺址皇城台出土的骨製口弦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玉龍雪山冰川公園 每日限流一萬人

■夏利汽車曾連續18年佔據全國銷量冠軍，是
當之無愧的「國民轎車」。 網上圖片

■■夏利汽車曾是中國的士夏利汽車曾是中國的士
家用車龍頭家用車龍頭，，現已被市場現已被市場
拋棄面臨停產窘境拋棄面臨停產窘境。。圖為圖為
夏利的士夏利的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當局阻兩岸交流 駁曾永權林中森赴陸

世衛大會拒絕「邀台參加」提案
專家：蔡當局自導鬧劇 法理不容

■■世衛大會拒絕將所謂世衛大會拒絕將所謂「「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的提案列入大會補充議程的提案列入大會補充議程。。 新華社新華社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2日表
示，今年世界衛生大會乾淨利落地拒絕將

所謂「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
的提案列入大會補充議程，中方對此表示歡
迎。他說，這一決定捍衛了聯合國大會及世界
衛生大會相關決議的尊嚴，充分證明「一中原
則」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另據報道，除向世衛組織（WHO）提案將
「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WHA」列入議程
外，在世衛大會閉幕的總務委員會議上，所謂
「友邦」再度發動「台灣議題」，會議進入
「二對二辯論」。辯論中，為台灣發言的是
「友邦」馬紹爾群島及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

斯；中國大陸及巴基斯坦發言反對。最終全會
仍依總務委員會建議，不列入議程。

罔顧「一中原則」 陰謀昭然
朱松嶺表示，台當局自導自演的鬧劇，於法

不容、於理不通。他指出，民進黨當局堅持
「台獨」，使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復存在，中
國台灣地區過去參與國際大會的政治基礎也不
復存在。
他提醒，聯合國2758號決議和WHA25.1決

議早就將身份問題劃分清楚，前者確定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後者則為遵循「一中原則」提供了法理依

據。「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A，必須是主權
國家的組成部分，」他說，「這意味着台灣
必須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以觀察員
身份參會。」
他強調，台拒不執行WHA25.1決議，非要

以「獨立國家」身份參與國際活動，是超越聯

國和世衛組織法律文件的越矩行為。「台灣要
在聯合國和WHA內部製造『一中一台』，將
台灣民眾的健康問題與野心混為一談，」他
說，「這是妄圖利用WHA實現拓展其法理
『台獨』陰謀，凸顯所謂『獨立主權國家』的
行為，不可能獲得通過。」

為 「 擴 大 國 際 空
間」煞費苦心的民進
黨當局，繼去年跑到

日內瓦「蹭會」後，今年故技重施且鬧
場動作更大，搬出100多位美國議員幫
忙喊冤，上演了一齣「遭到打壓」的苦
肉計。然而，民進黨始終不願也不敢正
視的問題是：為何以前台灣能參加世界
衛生大會，現在卻不行了？

世衛組織是聯合國專門機構，理所當然
應按照聯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衛大
會25.1號決議所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處
理世衛大會涉台問題。2009 年至 2016
年，台灣地區連續八年以「中華台北」名
義、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這是在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大背景下，在兩岸雙方均
堅持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政
治基礎上，通過兩岸協商作出的特殊安
排。島內分析人士表示，台灣無法參加世
衛大會，問題關鍵就在於台當局不承認
「九二共識」，令兩岸關係惡化。

陸方始終高度重視台灣同胞健康福
祉，在「一中原則」下對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衛
生事務作了妥善安排。經大陸與世衛組織達成
安排，台灣地區設立了《國際衛生條例》聯絡
點，擁有世衛組織事件信息網站的賬號，台專
家也可以參加世衛組織相關技術會議和活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3年到2017年，台灣共派
58人出席34次世衛組織技術性會議。

民進黨一路哭訴「台灣民眾健康福祉被漠
視」，卻對上述事實絕口不提，將大陸對待台
灣同胞的善意誠意統統屏蔽，照着寫好的「台
獨」腳本表演悲情戲，騙取同情。在重要的國
際場合公然「碰瓷兒」，民進黨諸君未免太過
無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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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第71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於當

地時間21日在日內瓦召開。據台媒報道，台灣外事主管部門邀請所謂15個

「友邦」為台灣向世界衛生組織提案，「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WHA」，

希望爭取在WHA全會上列入議程，結果提案不出意料被否決。對此，知名涉

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利用所謂

「友邦」提案不過是試圖拓展台灣國際空間、突出其所謂「獨立主權國家」地

位的行為，是台當局的圖謀，也是其拉攏「友邦」上演的一齣鬧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第10
屆海峽論壇將於6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廈門舉
行，中國國民黨10日向台當局遞件，擬由國
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率團出席，預計
同行者包括智庫副董事長林中森等，共計10
餘人。然而台當局卻不樂見國民黨參加這一
兩岸民間交流最大平台。台內政事務管理部
門於22日下午經聯審決議「不予許可」，駁
回兩人的登陸申請案。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李明賢當日表達強烈遺

憾，強調此舉無助化解兩岸交流停滯的僵
局，反而加深兩岸關係對峙的鴻溝。

台灣「陸委會」隨後發表文字說明聲稱，
兩人申請赴陸參加的活動為陸方官方主辦的
對台宣傳活動，指責陸方近期一系列行為
「缺乏善意」，對於兩名被列管為「指標性
退離職人員」赴陸參加活動，「恐對台灣整
體利益有不利影響」。曾永權曾任台灣地區
政府秘書長，林中森曾任海基會董事長，兩
人都有3年「管制期」，須先向原服務機關申
請。

民進黨對陸態度前後矛盾
李明賢表示，國民黨堅持兩岸之間應有良

性交流、廣泛互動，才能增進彼此了解，化
解敵意；他舉例，國民黨執政時期，民進黨
籍縣市長包括賴清德、陳菊申請赴陸訪問共
29次，從未被阻擾或刁難，都順利登陸訪
問，就是希望兩岸關係能在充分的溝通往來
中，獲得善意、穩定的發展。
他指出，民進黨在野時期，公職人員密集

訪問大陸，執政之後，反而阻礙國民黨赴陸
交流，根本是自我矛盾。
是否改派其他人選，李明賢表示，黨主席

吳敦義會通盤考量。按照慣例，國民黨通常
安排一名副主席率隊，赴大陸參加海峽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南市長選舉國民黨黨內初選民調結果
22日出爐，前「立委」高思博勝出後
表示，他將結合在野力量奮力一戰，
終結民進黨在台南的政權。
由於台南市是藍營的艱困選區，高

思博去年連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後，便
被視為代表藍營出征台南的不二人
選。
今年50歲的高思博家世顯赫，且
出生於台南縣。他從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取
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父親高育仁曾
任台南縣長及「台灣省議會議長」，姐夫是現任

新北市長朱立倫。
勝出後的高思博指出，他是新藍

軍，國民黨在台南執政已是上世紀的
事。民進黨在台南執政20多年，各
項市政表現幾乎敬陪末座，台南市民
長期給民進黨機會，民進黨卻用滿江
紅的成績回報鄉親，民進黨欠台南人
一個公道。
他認為，雖然選情不易，但不是民

進黨推什麼人出來，台南人就非得照
單全收。民進黨此次提名的台南市長參選人黃偉
哲，凡事以前市長、現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為
依歸，不會為台南帶來翻轉。

藍營台南市長初選民調 高思博勝出

■高思博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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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泰綁架案 有嫌犯疑潛逃回港

浴佛大典 祈港繁榮
智慧長老寬運法師譚鐵牛劉江華主禮 7000人共沐佛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庇佑海上人家的譚
公神明與佛祖同一天生日，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
節，筲箕灣譚公誕巡遊都吸引近萬名香港市民和遊
客。今年是71年來天氣最熱的譚公誕，香港天文台
錄得34.8度高溫，但無阻市民參與大巡遊的熱情，
近百龍獅隊各展絕藝，大批市民和遊客擠滿巡遊路
線，爭相撫摸龍獅以求來年好運。
大巡遊由22日上午10時許開始，一直延續至傍

晚。香港五行小商販福利會的巡遊啟動禮，主禮嘉
賓在震天鑼鼓聲中為龍獅掛紅點睛，拉響禮炮。在
譚公神位和譚公御車帶領下，開始巡遊。
相傳由於譚公是少年得道，法相保持童子樣貌，
因此每年坐在譚公御車的「譚公爺」，都由童子擔
任。今年的「譚公爺」仍是4歲的鄧凱峰小朋友扮
演。做譚公爺並不容易，要在酷暑之下坐在御車上
兩三小時，不能亂動，要保持莊嚴，面帶微笑，還

不能打瞌睡。鄧凱峰已是連續第二年被選為「譚公
爺」。
在旁指導的歐陽善師傅，多年來一直負責挑選譚
公候選男童的職責。他說要小朋友在酷暑下乖乖坐
幾小時並不容易。別看鄧凱峰只有4歲，他已習武
近兩年。雖然平時「跳跳紮紮」，但一坐上御車就
氣定神閑保持微笑。

5歲童表演疊羅漢：我不怕
每年譚公誕大巡遊都成為香港醒獅隊的「武林大
會」，眾武師舞動龍獅，爭相表演高難度動作，或
者紮馬揮拳，當場表演拳腳絕藝。疊羅漢表演亦吸
引眼球，三名武師一個接一個站在最壯碩武師肩頭
前進，頂層武師還擺出各種威風凜凜的武術造型。
今年5歲的李傲琳小朋友站在最頂層，毫無懼色。
她說，我不怕，我練過好多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一年一度
的佛誕節公眾假日，全港各區都有不少
慶祝佛誕活動。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及
香港佛光道場昨在銅鑼灣維園舉辦大型
的「佛誕嘉年華」，今年的主題為「忠
義傳家」，除了傳統「浴佛」外，還設
祈福許願區、素食區、攤位遊戲、綜藝
節目演出等。現場逾千位義工協助，主
辦方估計全天有超過10萬市民參與。

慧紀法師陳積志張強主禮
「佛誕嘉年華」充滿嘉年華的歡樂氣
氛，活動在早上10時以大型獻供典禮開
始，由108位穿着漂亮民族服飾的青年、
青少年及兒童誠心獻上各式供品出場。
佛光山慧紀法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
積志，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佛光山
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國際佛光會香
港協會黃勤道會長，忠義傳家佛誕嘉年華
2018籌委會宋海西主席等主禮。
慧紀法師致辭時，代讀心保和尚開

示，指佛誕具有四項意義：國際性，不
同佛教團體可互相連繫聯誼；和諧性，

不同信仰的人士相互尊重融合；文化
性，凝聚多元文化共濟一堂；工作性，
民眾內心充實可提升工作效益。
陳積志指出，很高興能與眾同慶佛
誕，現場有百多個包羅萬有的活動攤
位，希望參與者將這份歡喜祥和帶給身
邊的人。
參加者絡繹不絕，排隊浴佛禮佛、祈

福許願、欣賞綜合演藝節目、共享精美
素食、攤位遊戲、各項義賣，以及參與
人間佛教生活廊等。

義工烹亞洲美食最受青睞
近年素食日漸普及，今年嘉年華特設

「亞洲美食坊」，並由義工親手烹調亞洲
各地美食，加上多款特色冷飲為參加者解
暑降溫，成為嘉年華最受歡迎的攤位。
另外，香港普門基金會在元朗的寺內

筵開35席，與居民共沾佛恩，並為香港
誦經祈福。會長梁志祥、主席李月民均
希望大家珍惜現時和諧的社會氛圍，感
恩祖國及特區政府的付出，為港人創建
大灣區發展的契機。

「佛誕嘉年華」逾10萬人捧場

浴佛大典於22日下午3時在莊嚴的佛樂聲
中揭幕，寬運法師在佛誕獻辭中表示，

佛聯會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隨順時代因
緣，匯集信眾力量，致力服務社會，利益眾
生。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將佛誕
定為公眾假期，這不僅是肯定佛教對社會的貢
獻，同時也希望藉着這個特別的節日，藉着佛
教安頓人心的力量，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散播
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市民更幸福。

寬運法師：佛陀慈悲普施大眾
寬運法師也指，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的誕
生為世間帶來清涼的佛法，為迷失的眾生找到
一條解脫之道。今天，我們藉由浴佛憶念佛
德，不僅沐浴有形的佛像，更重要的是以佛法
的甘露滋潤我們的心田，以清凈的法水洗滌我
們內心的貪嗔癡，提醒我們時時保持一顆清淨
心，進而啟發內心的慈悲和智慧，將佛陀慈悲
濟世的本懷，普施有緣大眾。

劉江華：佛聯會弘法淨化人心
劉江華致辭時表示，佛教源遠流長，導人向
善，是中國文化的根源之一，影響遍及宗教、
文學、哲學、藝術等多個範疇。佛聯會秉承佛
教無緣大慈、眾生平等、尊重包容，積極舉辦
弘法活動淨化人心、利益社會；同時致力發展
教育、醫療、安老等服務，回應社會上的需
要。
他又說，佛聯會與時並進，今年舉辦了
「『一帶一路』——追尋玄奘的足跡」計劃，
值得大力推動。佛教東傳正是沿着絲綢之路而
來，唐朝玄奘法師亦沿着絲綢之路往取西經，
玄奘法師當時作為一個20多歲的青年人，翻山
涉水進入印度，經歷近20年的磨練，帶回無數

佛教經書返回祖國，翻譯詮釋，影響之深，無
可估量，其堅毅的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多國駐港總領事應邀出席浴佛儀式，包括美
國駐港總領事Kurt W Tong、緬甸駐港總領事
Myat Thuzar Than、緬甸駐港領事Phyo Thu-
zar Aung、加拿大駐港領事Derry McDonell、
老撾駐港副領事Boualyvone Phoxay等。
為紀念佛陀釋迦牟尼誕生2562年，與市民共
慶佛誕佳節，佛聯會於5月20日至22日在紅館
舉行多元化的佛誕節慶祝活動，除了浴佛大
典、萬人皈依大典、大悲懺吉祥法會、金剛經
吉祥誦經法會，今年焦點活動還有慈善音樂法
會「禪院的一天」、佛學講座「正知、正念、
正行」暨傳吉祥燈法會。

一連3天共慶佛誕佳節
一連3天的多場慶祝活動，估計吸引逾10萬
人次參與，共慶佛誕佳節。大會希望廣大市民
一同追隨佛陀的足跡，展開覺知正念之旅，通
過各項活動啟發智慧，並透過修行覺悟真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22日是佛誕吉祥日，香港佛

教聯合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

「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

大會」，活動重要一環是舉行浴

佛大典，香港政商名人、佛教信

眾7,000人共沐佛恩。佛聯會榮

譽會長智慧長老、會長寬運法

師，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一同主持鳴鐘並浴佛，

祈求國泰民安、香港繁榮。
佛聯會一連 3 天在紅

館露天廣場設立公眾浴
佛區，供市民以香花淨

水浴佛。「浴佛」寓意去塵離垢，清淨煩
惱，主辦方希望市民可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洗滌心靈，使內心得以清淨祥和。22日現場
所見，公眾浴佛區吸引大批信眾虔誠浴佛，
商界名人、普通市民說起心中願望，都是祈
求香港社會和諧安定。

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今年是首次參加浴佛
節，慶祝佛誕。他說，佛教是很好的信仰，
整個浴佛大典非常莊嚴，令人感到很舒服，
希望社會同樣保持和諧安定。

陳勇冀帶來正能量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佛教是導人

向善，符合正道正氣，通過浴佛，冀能為社
會帶來正能量。

亞洲木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朱
銘泉偕太太一同浴佛，指自己每年都會來誠
心禮佛。「佛陀非常偉大，能夠團結很多
人，希望社會大眾發揮佛陀精神，令香港更

和諧、更安定。」
博愛醫院主席李鋈發偕全家人齊來浴佛，他說，

佛陀是智慧的象徵，自己兩名兒子自小已信奉佛陀，
今次特別帶他們一起來禮佛。他覺得香港現時社會氛
氛良好，希望能夠保持下去。

市民盼分享喜樂
市民陳燕玲表示，自己浴佛時，最希望世界和

平，希望香港充滿正能量，也希望港人能夠將快樂、
喜樂與他人分享。

曾在佛教中學就讀的施小姐第一次來浴佛，她指
感覺整個浴佛節氛氛很好，希望大家智慧增長，人人
平安喜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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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昨在紅館舉行「慶祝佛曆2562年佛誕節吉祥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左起：寬運法師、劉江華、譚鐵牛、智慧長老主持鳴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小朋友「浴佛」後開懷大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筲箕灣譚公誕
巡遊每年都吸引
大批香港市民和
遊客觀看。

■■55歲的李傲琳歲的李傲琳
（（最頂層最頂層））表演表演
疊羅漢疊羅漢。。

■108位青年獻上供品，為「佛誕嘉
年華」揭開序幕。 ■三好兒童又唱又跳

■案發當日中國女遊客在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遭
匪徒強行挾持離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再有港人
懷疑涉及外地嚴重罪案。早前一名中國女遊客在泰國
曼谷機場遭人綁架，其間綁匪向她丈夫連番索要巨額
贖金，丈夫報警，泰國警方接報經調查，最終綁匪釋
放女事主。消息稱，涉案共有5名綁匪，其中一人持
香港特區護照，部分綁匪可能已經逃離泰國。由於香
港與泰國並無引渡協議，換言之，若疑犯潛逃返港，
將不會被移交泰國受審。
這宗泰國發生懷疑涉及港人匪徒的綁架案件，就
泰國當局是否有向香港警方尋求協助及懷疑涉案港
人是否已潛逃返港，警方2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回覆：「警方不作評論。」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香港與泰國並沒引渡條例，

理論上疑犯返港後不再踏足泰國，原則上是不會就
他在泰國所犯罪行被捕，即使遭綁架事主到港報警
求助，相信香港警方也不會受理，因整件事在泰國
發生，只會受當地法律規管。
但如果香港警方有證據顯示，疑犯與同黨可能是
在香港策劃這宗綁架案件，香港警方則能以串謀勒

索或綁架罪名，向疑犯作出拘捕行動。
消息指，一名39歲姓陳女事主（Jincai Chen），
5月6日晚9點許從香港乘航班抵達曼谷素萬那普國
際機場後，在機場遭5名匪徒綁架禁錮。

索二百萬人幣得逞再加碼
其間，綁匪向女事主持坦桑尼亞國籍的韓裔丈夫
勒索贖金200萬元人民幣，但當其丈夫向綁匪支付
贖金後，綁匪不單未有按承諾釋放女事主，更進一
步勒索多100萬元人民幣，女事主的丈夫於是在5
月18日報警。
泰國警方接報展開調查，疑綁匪礙於警方調查壓力
下，於5月19日晚上11時在曼谷邦納區（Bang Na）
釋放女事主，女事主獲悉後與家人聯繫及報警。

疑綁匪已逃離泰國
泰國警方表示，女事主在5月6日到18日期間，

曾被綁匪先後帶到多個地方禁錮看守，其後始被帶
回曼谷釋放，但全程女事主也被人蒙眼，所以無法

確定遭禁錮地點位置。
至於案中5名綁匪，包括3名中國籍男子、1名中
國籍女子及1名泰國女子，另相信還有10多名泰國
人涉案，警方正展開深入調查及拘捕行動，但初步
判斷4名涉案中國籍嫌犯，相信已經逃離泰國。
據報道，其中一名港人綁匪已於本月9日回港。

譚公誕巡遊 萬人摸龍獅求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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