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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消
息，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曉松因患抑鬱
症，於20日晚在其澳門住所墜樓身
亡。受中央領導同志委託，中央組
織部和國務院港澳辦負責同志21日
專程前往澳門慰問鄭曉松同志親
屬，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亦發
唁電悼念。 ■中通社
中科院長春應化所研究員王獻紅

團隊將二氧化碳變「廢」為寶，歷
時20年時間實現了二氧化碳基生物
降解塑料的工業化生產，年產5萬
噸，可用於製備塑料袋、快遞包裝
等。 ■新華社
《中國學生研究生留學白皮書》

顯示， 近七成海外留學生選擇英美
澳求學。其中，赴英讀研佔比超過
三成最高，赴美留學次之，佔比逾
兩成，前往澳洲讀研的學生人數佔
比為14.55%，赴港讀研的學生佔比
為7.79%。 ■香港文匯報
山東菏澤龍礦集團龍鄆煤業有限

公司20日發生衝擊地壓事故，造成
約100米範圍內巷道出現不同程度
破壞，22人被困。截至當日中午，
已發現2人遇難，專家組正研判情
況，防止次生災害的發生。據介
紹，井下出現圍岩破碎情況，頂板
冒落嚴重。目前多支礦山救護隊、
消防救援隊伍170餘人已在現場全
力救援，相關醫院已做好救治準
備，包括開通專門的綠色通道，接
收傷員。 ■中新網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規劃

建設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等一批大科
學裝置，以推動該所未來發展成為國
際一流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和大型綜
合性多學科研究基地。 ■中新社

美擬退出中導條約影響亞太
意圖追求單極世界 中美俄恐現「新冷戰」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19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出席第十二屆亞
歐首腦會議時發表重要講話，表示亞歐各方要以
開放的胸襟、包容的氣度、協調的行動，打造開
放、聯動、合作、共贏的新格局，為世界發展增
添力量、注入信心。歐洲地區官員、學者及經貿
界人士對李克強講話反響熱烈，表示歐亞各國應
共同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堅持走開放共贏的
道路，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李克強在講話中說，亞歐國家都面臨單邊主義

的嚴重衝擊，各國攜手合作，踐行多邊主義，才
能更好把握全球性機遇，應對全球性挑戰。

開放增活力 不擔心依賴華投資
中歐數字協會創始人、主任克勞迪婭．韋爾諾

蒂認為，作為亞歐大陸上的重量級「選手」，中
國和歐盟有責任共同維護多邊機制和全球貿易體

系，倡導合作與對話，促進共識，迎接共同挑
戰，這符合亞歐首腦會議所倡導的精神。
比利時瓦隆大區副首席大臣兼經濟大臣皮埃

爾—伊夫．熱奧萊說：「有人擔心對來自中國的
投資產生依賴，我的看法剛好相反。保護主義是
行不通的，開放不僅能增強經濟活力，還能創造
更多就業。」
李克強在講話中說，堅決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對現行世貿組織規則進行適當調
整完善，堅持自由貿易等基本原則，既要促進全
球經濟增長與繁榮，也要致力縮小南北差距。

中國可成溝通橋樑 促合作減分歧
瑞典諮詢機構「二十一世紀新前線」創始人丹

尼斯．帕姆林對此評論說，人們需要一個開放和
公平的全球經濟，一個透明、開放、專注於縮小
貧富差距的體系是絕對必要的。

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秘書長蓋琳表示，李克
強總理指出中國具有「世界經濟大國」和「發展
中國家」雙重身份，這會讓各國意識到，中國可
以成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溝通交流的橋樑，
可以提出更多促進東西方合作的倡議，並為新興
經濟體與發達國家減少分歧、在經濟全球化中爭
取互惠共贏提供建議。
李克強在講話中說，亞歐國家要加大基礎設施
方面的「硬聯通」，同時也要加強制度政策規則
和標準等方面的「軟聯通」，激發資本、技術、
服務和數據等要素的活力。
此外，韋爾諾蒂高度認同李克強總理「硬聯
通」和「軟聯通」的表述。在她看來，鐵路、橋
樑等基礎設施非常重要，但沒有背後的「軟聯
通」，那麼硬件設施也可能被浪費。不同地區還
應實現標準、文化等的「軟聯通」，從而促進跨
區域、跨國界貿易的發展。

■李克強19日出席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
新華社

歐亞各國應共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歐亞各國應共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帝國集團主席、
新鴻基地產前主席郭炳湘今年8月底中風入院，
延至20日在港安醫院病逝，終年68歲。郭炳湘
曾經擔任新鴻基地產董事局主席接近20年，並
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及政協常委，但其經歷亦不
平坦，早年試過被大賊張子強綁架，至近年亦曾
捲入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貪污案。根據福布斯實
時富豪榜，郭炳湘以約540億港元身家，排名香
港富豪第10位。他的3名子女早前出任帝國集團
董事，接棒繼承父業。消息指，郭炳湘會在香港
殯儀館設靈，具體安排有待家人進一步決定。
郭炳湘今年8月底在深水灣道住所暈倒， 經
搶救後在律敦治醫院治理，其後轉往港安醫院，
其妻子李天穎上月初發聲明，指郭炳湘因中風入
院，正接受多位專科醫生細心治療，但最終在
20日上午逝世，終年68歲。郭炳湘的醫療團隊
稱，郭炳湘住院期間曾多次發燒，不能自行呼
吸，對外界已沒有反應。有報道則指郭炳湘因中
風及腦部嚴重出血，接受手術也未必能夠甦醒，
所以一直未有接受手術，肝、腎等主要器官都正
逐漸衰竭。
生於富豪之家的郭炳湘一生經歷不少波折，最
轟動的是1997年以悍匪張子強為首的犯罪集團
攔途綁架他，最終其家人支付6億港元贖金後，

郭炳湘獲釋，之後他一度患上抑鬱症。
在新地的管治上，郭炳湘跟兩個弟弟曾出現分

歧。2008年5月，郭炳湘離開新地。到2014年1
月，各方達成共識，郭氏家族基金重組，三兄弟
均分基金持有的新地股權。之後，郭炳湘自立門
戶，創立帝國集團，繼續發展地產業務。

博爾頓22日抵達莫斯科，展開兩天訪問，將會晤
俄外長拉夫羅夫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

夫等官員，俄媒透露，俄總統普京亦將與博爾頓會
面。博爾頓將告知俄方，美國總統特朗普準備簽署命
令，退出INF，是特朗普任內首次退出限武條約。博
爾頓亦會與俄方討論朝鮮、烏克蘭及敘利亞等議題。
俄外交部網站刊登評論說，很久以來美國就試圖退
出《中導條約》，美國妄圖追求單極世界，但這在當
今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
評論指出，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其他國際條約
都有同樣的出發點，因為這些國際條約規定美國與其
他國家地位平等，沒有給予美國特權地位。俄羅斯議
員阿列克謝∙普什科夫表示，美國退出《中導條約》
之舉是繼2001年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之後對世界
整個戰略穩定體系的又一次沉重打擊。

美批俄部署違禁導彈違反條約
華府近年多次批評俄羅斯違反條約，生產中程導

彈，並部署於陸地發射點，有能力向歐洲發動核武攻
擊。有白宮官員表示，特朗普政府及前總統奧巴馬政

府均試圖要求俄羅斯遵守條約，並增加管有武器的透
明度，但俄方未有理會，並繼續生產和部署違禁的巡
航導彈。

非突然之舉或引軍備競賽
俄聯邦委員會國防和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克林採

維奇表示，美國退出不是意外，美國指責俄破壞《中
導條約》但卻無法提供證據。美國退出《中導條約》
對俄羅斯和全世界都構成嚴重挑戰，給全世界帶來新
的軍備競賽。

或於西太部署導彈 局勢料升溫
前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的顧問塞耶斯表示，美國

退出INF，將衝擊華府亞太區國防政策，令國防部和
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獲得選項，影響區域軍事平衡。分
析指，過去美國受條約所限，無法部署新型導彈抗衡
中國，一旦美國退出條約，情況將會改變，西太平洋
地區局勢料升溫。由於退出條約將大幅扭轉華府的軍
備管制政策，據悉白宮內部目前仍未就退出條約達成
共識，國務院和國防部內亦出現反對聲音。

■■美軍在夏威美軍在夏威
夷發射的一枚夷發射的一枚
中 程 彈 道 導中 程 彈 道 導
彈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871987年年，，里根里根（（右右））與戈爾巴喬夫在白宮簽署與戈爾巴喬夫在白宮簽署《《中程中程
核導彈條約核導彈條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導條約中導條約》》全稱是全稱是《《蘇聯和美國蘇聯和美國
消 除 兩 國 中 程 和 中 短 程 導 彈 條消 除 兩 國 中 程 和 中 短 程 導 彈 條
約約》，》，由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由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

和前美國總統里根於和前美國總統里根於19871987年簽訂年簽訂，，美國國會翌年通美國國會翌年通
過過。。條約要求簽署國銷毀所有中短程導彈和核導條約要求簽署國銷毀所有中短程導彈和核導
彈彈，，並禁止生產射程介乎並禁止生產射程介乎500500公里至公里至55,,500500公里的陸公里的陸
基彈道導彈及巡航導彈等武器基彈道導彈及巡航導彈等武器。。

該條約是戰後美蘇裁軍談判歷史上達成的第一該條約是戰後美蘇裁軍談判歷史上達成的第一
個真正減少核武器數量的條約個真正減少核武器數量的條約。。條約的簽訂對條約的簽訂對
於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具有很大的影響於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具有很大的影響。。

近年來近年來，，美俄兩國多次相互指責對方違反美俄兩國多次相互指責對方違反
條約條約。。俄羅斯國防部減少核危險中心主任俄羅斯國防部減少核危險中心主任
雷日科夫雷日科夫55月說月說，，美國為發展自己的反導美國為發展自己的反導
體系生產了一系列短程和中程彈道導彈體系生產了一系列短程和中程彈道導彈
作為靶彈使用作為靶彈使用，，這些導彈就飛行距離等這些導彈就飛行距離等
戰術性能指標來看戰術性能指標來看，，屬於屬於《《中導條約中導條約》》
禁止範圍禁止範圍。。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中導條約中導條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央機關及其
直屬機構2019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工作即將開
始。本次招考共有中央機關75個單位和20個直屬
機構參加，計劃招錄1.45萬餘人。考生報名主要
採取網絡報名的方式，報名時間為2018年10月
22日至10月31日。公共科目筆試定於2018年12

月2日在全國各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直轄市
和個別較大的城市同時舉行。
據了解，今年考試錄用公務員工作主要有突出

政治標準、聚焦精準科學、堅持基層導向和維護
公平公正四個特點，對政治上不合格的，堅決實
行「一票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第
十個天貓雙11來了，阿里巴巴19日
在北京啟動「2018天貓雙11全球狂
歡節」，為下月開始的天貓雙11電
商活動造勢，屆時全球18萬家品牌
參與活動，而50萬件商品今天開始
預售。阿里巴巴數字經濟體業務將全
面參與，線上線下聯動的生態效應成
今年最大亮點。同時，天貓海外、
Lazada等跨境與海外電商平台，將
讓海外 200 多個國家進入「包郵
區」。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預
測，今年雙11包裹將超過10億件。
張勇表示，他不會去預測今年雙
11的銷售額數字。他表示，未來5到
10年，肯定會誕生出新的商業形
態、新的需求，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
方式。面向未來，如何使每次雙11
都有創新，每次都能夠引領未來的商
業變革方式，才是阿里巴巴關注的問
題。
據天貓總裁靖捷介紹，今年將開

啟12座新零售理想城市，覆蓋100
個重點商圈，20萬智慧門店，以及
50萬智能導購，一起打造全城狂歡
雙11。

從發射第一顆東風導彈到發
射首枚遠程火箭，從放飛東方
紅一號衛星到放飛神舟飛

船......位於甘肅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立60年來，
幾代人扎根大漠艱辛創業、自主創新集智攻關，
開創了中國航天史上20多個第一，助推中國航天
邁上新高度。酒泉衛星發射中心20日迎來60歲生
日。作為中國航天事業的發祥地，中心擁有中國

最早的航天發射場和唯一的載人航天發射場。
據該中心主任張志芬介紹，自1958年10月20日

成立以來，該中心先後執行110次航天發射任務，
成功將145顆衛星、11艘飛船、11名航天員送入
太空。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從這裡起
飛，《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站在已然銹跡斑
斑的發射塔架前，75歲的劉慶貴心潮起伏。「大
漠裡放飛東方紅一號，讓我們提振了民族士氣、
挺直了民族脊樑，宣告了浩渺太空中有了屬於中
國人的一席之地。」當年參加衛星發射測試工作
的劉慶貴自豪地說。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地處巴丹
吉林沙漠邊緣，自然環境惡劣。經過60年建設發
展，該中心如今已是一座現代化航天城，觀看數
字電影、騎乘共享單車、網絡購物、微信支付等
成為生活常態。 ■新華社

天貓雙11啟動
18萬品牌狂歡

國考今起報名 擬招1.45萬人

飽經風霜雪郭炳湘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特朗普20日表示，美國將退出1987年美國與前蘇聯簽署的

《中程核導彈條約》(INF)，並指責俄羅斯長期違反該條約。《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

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將在出訪俄羅斯期間通知俄方，華府計劃退出該條約，白宮未有否認

報道。對此，俄外交部21日就此發表評論說，美意在追求單極世界。分析認為，一旦美

國退出條約，可於亞太地區重新部署中短程導彈，抗衡中國的導彈發展，對區域局勢帶

來深遠影響，中美俄三國可能出現「新冷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計劃退出《中程核
導彈條約》，扭轉華府的限武政策，惹起各方關注。
據悉事件幕後推手，正是美國著名鷹派人物、國家安
全顧問博爾頓。華府國安顧問傳統上，是為各部門擔
當政策調解角色，但博爾頓似乎不甘於此，不再只當
政策「中間人」，而是主導華府鷹派國安策略。
博爾頓是總統特朗普任內第三位國安顧問，他一向

反對武器管制，對裁軍嗤之以鼻。有華府前官員透
露，博爾頓自今夏安排共和黨前政策總監、同屬強硬
派的莫里森加入白宮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後，兩人已從
國務院手上，取得華府武器管制政策的主導權。

據該名前官員透露，博爾頓
正阻撓美國和俄羅斯，討論延
長兩國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
戰略武器條約》。《新削減戰
略武器條約》限制兩國可部署
的核彈頭數目，將於2021年屆
滿，俄羅斯早前已表示有意延長，美國國務次卿湯普
森和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曾計劃9月重啟戰略對
話，博爾頓8月到瑞士日內瓦，與俄國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帕特魯舍夫會面，但在博爾頓反對下，戰略對話
最終無法成事。

美鷹派幕後推手反對武器管制

■博爾頓。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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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地非執行董事任新地非執行董事
20142014年年 辭任新地非執行董事辭任新地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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