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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交通運輸部近日發佈了行業標準

《城市公共汽電車車輛專用安全設施技術要

求》(JT/T 1240—2019)，將於2019年3月1日

正式實施。具體規定城市公共汽電車駕駛區

防護隔離設施的技術要求，防護隔離設施後

圍上部空隙高度不大於300mm，側圍上沿最

低 點 距 乘 客 區 通 道 地 板 高 度 不 小 於

1,600mm。 ■中新網
當地時間19日在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阿

拉木圖，中亞互聯（國際）孵化器與哈薩克

斯坦阿拉套創新技術園經濟特區簽約，建立

該經濟特區首家來自中國的全面戰略合作伙

伴。 ■中新社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微信公眾號消息，

自2019年1月28日起，新加坡給予符合條件

的中國公民，往返第三國過境新加坡96小時

免簽證入境待遇。據了解，中國公民自中國

內地經新加坡中轉往返中國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亦適用該政策。 ■中新網
中科院蘇州醫工所日前表示，該所醫用

聲學室研究員崔崤嶢帶領的團隊，最新研發

出一種適用於人體消化道和腸道病變檢查的

超聲內窺鏡微探頭。這種新儀器能更好地為

病灶部位成像，以便醫生更準確地鑒別消化

道腫瘤分期並制定治療方案。 ■新華社
中國科技部近日發佈關於支持北京建設

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的函，

要求試驗區建設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和北京市

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探索新一代人工智能發

展的新路徑新機制，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經

驗，發揮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帶動

全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新網

新聞 速遞

10槍手夜襲豪華酒店 殺當地導遊掠財逃逸

港旅團秘魯遭武裝挾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英國《泰

晤士高等教育》21日發表最新“亞太區大學

排名榜”，中國內地的清華大學力壓新加坡

國立大學排名第一，首度攀上亞太區“一

哥”之位。香港有6間大學打入亞太區首100

名。香港科技大學的排名上升兩位，在亞太

區排名第四，反超前繼續排第五的香港大

學，成為香港排名最高的大學。

亞太區大學排名榜按13項指標評定各大

學的表現，包括教學、師生比例、研究表

現、論文引用數目、國際化、知識轉移收入

等。排名榜涵蓋13個國家及地區共320所大

學，當中中國內地有72間大學打入排名榜，

香港則有6間大學入圍。

香港的大學中，科大表現最好，排名亞

太區第四；港大排名第五，與去年一樣；中

大上升一位至第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男子趙某

因阻止施暴者被警方拘留一事近日引發關

注。21日凌晨，福州市公安局就案情作出通

報：檢方認為趙某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為

鼓勵見義勇為，作出不起訴決定。

2018年12月26日晚，趙某在福州晉安區

某酒店內，制止了李某對鄒某濾的毆打，過

程中踹了李某一腳。李某被踢中腹部後橫結

腸破裂，經法醫鑒定為重傷二級。

正當防衛 但超必要限度
經晉安公安分局偵查，趙某涉嫌犯故意

傷害罪被刑事拘留，其後以涉嫌過失致人重

傷罪移送晉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晉安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趙某的

行為屬正當防衛，但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

被害人李某重傷的後果。鑒於趙某有制止不

法侵害的行為，為弘揚社會正氣，鼓勵見義

勇為，綜合全案事實證據，對趙某作出不起

訴決定。

李某因涉嫌犯非法侵入住宅罪，於2月

19日在公安機關指定的地點監視居住，公安

機關將視其病況採取相應法律措施，案件正

在進一步偵辦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馬來西亞

外交部長賽夫丁．阿卜杜拉日前表示，馬來西

亞正在與中國就重啟東海岸鐵路項目的談判取

得了進展，該談判由馬總理馬哈蒂爾的顧問達

因領頭。賽夫丁還表示，中國願意降低200億

美元的東海岸鐵路項目價格，且雙方的磋商已

處在“最後一英里”。

高鐵項目一波三折
據彭博社報道，賽夫丁19日表示，東鐵項

目的談判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顧問達因

領頭，目的是重新達成一個規模較小、成本較

低的項目。

賽夫丁還說，“除非我們沒有談攏，否則

就不會取消這個項目。中國理解我們的處境，

也願意削減該項目原本總額200億美元的造

價。相關談判應該已經進入尾聲了。”

近年來，大馬東海岸鐵路項目可謂一波三

折。2016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發表財

政預算案時宣佈東海岸鐵路造價為550億令

吉。2017年8月，中國投資合作、全長逾600

公里的馬來西亞半島東海岸鐵路舉行動土儀

式。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保證，該計劃會在

2024年完工，屆時可帶動彭亨、登嘉樓及吉蘭

丹這三個東海岸州屬的經濟發展，也有助減緩

馬六甲海峽的繁忙情況。2018年，馬哈蒂爾再

次執政，擱置超過200億美元的中國承建的基

建項目，其中包括由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鐵以

及大馬東海岸鐵路的建設。

對於在東海岸鐵路項目上“爽約”的理

由，馬哈蒂爾曾表示，“東海岸鐵路項目不是

我們能負擔得起的。它達不到任何目的，也會

不給我們任何回報。通過取消這些龐大的項

目，我們可以一口氣減少2,000億令吉。”

雙方上月恢復談判
馬哈蒂爾重新掌權以來，外媒認為他一直

在試探馬來西亞與中國的關係。但近期跡象顯

示，馬來西亞希望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馬

哈蒂爾上月表示，政府是因成本問題暫停了該

鐵路項目。在那之後，雙方恢復了關於該項目

的談判。

馬來西亞元老理事會主席郭達因此前曾表

示，東鐵實際成本遠高於550億令吉。550億令

吉只是第一階段的成本，若加上第二階段工

程，實際成本將超過660億令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帥及

新華社報道，新發佈的2019年中央一

號文件提出，要實施大豆振興計劃，

多途徑擴大種植面積。中央農村工作

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農業

農村部部長韓長賦20日解讀時指出，

雖然中國要恢復和發展大豆生產，但

是以進口大豆為主的格局不會變，常

年需進口約9,000萬噸，因此中美肯

定是大豆貿易的重要伙伴。

同一場合，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秘書局局

長吳宏耀就中美貿易大豆進口問題強調

稱，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佔總進口量三

分之一左右，去年受貿易摩擦影響而有

所減少。但是，他強調，中國會尊重市

場規律、進一步加大農業對外開放的力

度，他表示：“從哪兒進，要根據市

場，讓市場說了算，讓企業說了算，要

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我們也是向美國市

場開放的。”

土地制度改革是農改“重頭戲”
韓長賦表示，一號文件對新一輪

農村改革作出部署，處理好農民和土

地的關係仍然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主

線，要以土地制度改革為牽引推進農

村改革。其中，農村土地徵收、集體

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

革是正在繼續深化的農村土地制度三

項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

會議，要求部署推動家政服務增加供給、提

高質量的措施，促進擴內需、惠民生。

會議指出，促進家政服務擴容提質，事

關千家萬戶福祉，是適應老齡化快速發展和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需求的重要舉措，有利於

擴消費、增就業。一要促進家政服務企業進

社區，鼓勵連鎖發展，提供就近便捷的家政

服務。大力發展家政電商、互聯網中介等家

政服務新業態。二要加強家政服務技能培

訓，推動質量提升。在有條件的高校、職業

院校開設家政服務相關專業，支持符合條件

的家政服務龍頭企業創辦家政服務類職業院

校。三要推進家政服務標準化，推廣示範合

同。建立誠信體系，實施規範監管。四要加

大政策扶持。按規定對小微家政服務企業給

予稅費減免。鼓勵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方

式，為化解行業過剩產能企業轉崗人員、建

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免費提供家政服務培訓。

支持員工制家政服務企業配建職工集體宿

舍。

穩健貨幣政策不變
此外，李克強重申，“穩健的貨幣政策沒

有變，也不會變。我們堅決不搞『大水漫

灌』！”他要求向中長期貸款方向加大力度，

引導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長期向好。中國人民

銀行也表示，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促

進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中馬磋商突破東海岸鐵路降價

李克強：促進擴內需惠民生韓
長
賦
：
中
美
是
大
豆
貿
易
重
要
伙
伴

亞太學府清華登首
科大攀第四超港大

為弘揚社會正氣 不訴見義勇為男

■2017年8月，中國交建承建的馬來西亞東海
岸鐵路在馬來西亞關丹舉行開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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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要求部署推動家政服務增加供給，圖
為學員在婦女就業培訓中心接受育嬰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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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酒店提供的信息，搶劫事件發生在當地時

間19日20時20分左右，約10名武裝歹徒

闖入該酒店，當時有53名外國遊客下榻，其中

包括41名來自香港旅行團的中國籍遊客。

導遊裝束似保安 慘中13彈
從閉路電視畫面可見，多名槍手分批闖入

酒店範圍，部分人更手持步槍，他們把燈關掉

後，連開13槍擊斃導遊Elias Leon。

事發時，酒店經理與工作人員把53名客人

帶到安全地方。酒店職員表示，匪徒搶走收銀機

後逃去無蹤；有女工作人員被嚇哭。

早前有報道共有2人在事件中遇害，惟官方

至今僅確定1人遇害。酒店總務部聲明指，當晚

的襲擊是個別事件，並證實一名導遊在襲擊中死

亡。

當地報章報道，遇害導遊在酒店工作10多

年，歹徒本來只為洗劫遊客財物，惟他的裝扮酷

似保安，結果被殺。

中國駐秘魯大使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

制，立即聯繫秘魯警方、事發酒店以及當地旅行

社等，了解有關情況。

兩團共41人平安 有驚無傷
當地警方表示，目前執法人員已經進入作

案現場蒐集彈殼等證據。案發後，馬德雷希奧斯

區內的相關地區已宣佈進入60天的緊急狀態，

以防止作案歹徒外逃。

旅居秘魯達6年的華人導遊指出，事發地區

不是太安全，提醒前往當地旅遊旅客需要謹慎。

香港旅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香港有

兩個旅行團，一共41名港人當時正於秘魯肇事

酒店當中。其中有尊賞假期34天南美遊的20名

旅客及領隊，以及捷旅假期27天南美遊的19名

遊客及領隊，所有人士均人身安全。惟當中捷旅

假期的一名旅客於事件中被搶去護照，另一名團

友則被搶去銀包。

據知，秘魯行程為捷旅假期南美團的首

站，當時為行程第7天，團友現時正繼續餘下行

程，前往玻利維亞、巴西及阿根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秘魯馬德雷德迪奧斯大區豪華酒店 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 19日晚發生挾持案，多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旅客遭挾持，事

件中一名當地導遊被殺。中國駐秘魯大使館證實，所有41名中國籍遊客安全。

發 生 劫 案 的 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 酒 店 是

Inkaterra旗下品牌之一，成

立於1975年，以“秘魯真實

自然遊”為標籤，致力於推廣自然生態旅

遊。該酒店位於亞馬遜偏遠地區，擁有35

間木質小屋的生態豪華小屋。

據酒店官網信息，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位於私人生態保護區內，為遊客

提供了探索秘魯南部亞馬遜森林的機會，被

《國家地理旅行者》雜誌列為全球25個最

佳生態酒店之一。遊客可在原始森林中放鬆

身心，同時也可以在專業導遊帶領下尋求冒

險的刺激，包括在樹屋上睡覺等。■新京報

最佳生態酒店
位處亞馬遜森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近年來，中

國駐秘魯大使館曾多次提醒在秘魯的中國公

民，注意人身和財物安全。

根據秘魯有關法律法規，如外籍人員所持

護照未加蓋秘魯入境章，將被視為非法入境，

須經過長時間司法程序辦理出境許可，甚至可

能被列入移民部門黑名單，被驅逐出境並被限

制再次入境。

中國駐秘魯大使館特別提醒中國公民，入境

秘魯時務必到移民部門窗口辦理入境手續，並確

認秘魯移民官員在您所持護照上加蓋入境章，確

保旅行順暢。

提高安全防範意識
到秘魯參團旅行，要選擇有資質的旅行

社；如參加野外徒步項目，切記行前與家人說

明通訊不便等狀況。

加強防護措施，盡量避免單人出行和夜間

出行，家中或店舖不宜存放大量現金，車內勿

放貴重物品。

赴利馬及秘魯其他地區還需特別注意乘車

安全，盡量使用已通過有關資質審核的打車軟

件訂車。如遇襲擊事件，請第一時間聯繫駐秘

魯使館領事部。

中使館提醒旅遊秘魯注意事項

■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酒店曾被評為為全球酒店曾被評為為全球2525個個
最佳生態酒店之一最佳生態酒店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 Inkaterra Reserva Amaz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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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位處亞馬遜森林酒店位處亞馬遜森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遊客可以在專業導遊帶領下尋求遊客可以在專業導遊帶領下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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