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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當地時間23日證

實，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當天發生一起交通

事故，導致車上4人全部遇難，包括1名印

度司機和3名中國乘客。事發後，大使館

啟動應急處置預案，並已聯繫遇難人員所

屬單位和遇難者親屬，協助其赴烏處理相

關善後事宜。 ■中新社
日前，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人民大

會堂、吳晗故居、北京大學燕南園歷史建

築群等429處建築物擬公佈為北京市第一批

歷史建築。北京是全國第一批歷史建築保

護利用10個試點城市之一，更多歷史建築

確定工作亦正在推進中。 ■香港文匯報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雒樹剛23日在

第四屆中俄蒙三國旅遊部長會議上介紹，

自中俄蒙三國旅遊部長會議機制創建以

來，三方不斷推動旅遊產業交流互鑒、深

化合作。據介紹，今後中俄蒙三方將繼續

推動實施更加便利的旅遊簽證政策，持續

簡化出入境手續，提升口岸驗放效率。

■香港文匯報

當地時間6月21日至23日，中國駐多

倫多旅遊辦事處聯合中國駐溫哥華總領館

在加拿大溫哥華國際龍舟節設立“中國旅

遊文化村”，舉辦“美麗中國”圖片展、

糖畫、書法、茶藝、青花瓷繪畫、長嘴壺

等文化表演展示和體驗。這也是為期9天的

2019年加拿大“中國旅遊文化周”系列活

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收官節目。 ■中新社

新聞 速遞

習特會舉行在即 中方重申磋商基礎

商務部：協議不能只一方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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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副主席王岐山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

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

非方代表團團長。王岐山表示，中非關係歷久

彌堅，中方將繼續同非方一道，推動中非全面

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構建更加

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王岐山說，在中非幾代領導人和雙方

人民的努力下，中非關係歷久彌堅，取得

了輝煌成就。舉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是中非攜手推進落

實去年9月論壇峰會成果的重要舉措，是今

年中非關係中的一件大事，雙方要充分對

接思路、凝聚共識、促進合作。中方將繼

續同非方一道，推動中非全面戰略合作伙

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構建更加緊密的

中非命運共同體。

非方代表團團長表示，中非合作是南南合

作的典範。非方讚賞中國發展模式和偉大成

就，期待同中方共建“一帶一路”，共同落實

好中非合作論壇各項成果。

暨南大學擴招300港澳台僑生

王岐山：構建更緊密中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通訊社及法新社報

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開腔，批評歐洲央行

行長德拉吉壓低歐元匯價，不但掀起美歐罵

戰，亦引發國際社會憂慮爆發貨幣戰。美國最

快可於本周後期實施新規例，以操控貨幣為由

向其他國家加徵關稅，彭博通訊社形容，特朗

普正逐漸由貿易戰，轉移至發動貨幣戰，若成

事可能重創環球經濟。

特朗普自上任之初，已不斷指控其他國家

使美國陷於不公平貿易，但過去的招數大多限

於加徵關稅。美國商務部上月底發表報告，建

議把貨幣操控列為與產業補貼同類的行為，使

華府可向被列入貨幣操控國名單的國家，加徵

懲罰性關稅，諮詢期將於本周四結束，商務部

此後可隨時公佈新措施。

現時美國財政部把9個國家，列入貨幣操

控國監察名單，包括中國、新加坡、意大利和

愛爾蘭等。按照商務部建議，某經濟體是否操

控貨幣，決定權仍在財政部手上，但若商務部

有“充分理由”，亦可自行改變定性。

前美國財政部官員索貝爾批評，商務部根本

沒有熟悉貨幣政策的技術官員，新措施只會令商務

部“自把自為”，形容修改規例本質上有缺陷，若

當局一意孤行，只會造成反效果，損害美國經濟。

操縱匯率可加徵關稅 特朗普或掀貨幣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日前，

一架噴塗着中國郵政LOGO的中大型水陸兩棲無

人機U650，載滿郵件從上海金山幸福水上機場

起飛，以平均135km/h的速度，歷時52分鐘飛行

110公里之後平穩降落在浙江舟山嵊泗島水域。

此次飛行是中國首例使用大型固定翼無人機實現

海上運郵的案例。

執行此次無人機跨海運郵服務的上海優偉斯

智能系統有限公司相關人士表示，首次跨海運郵

試飛主要以驗證科研性為主，金山為了配合試飛

航線試運營，專門成立了工作班子，磨合了大半

年時間，包括政策、空域的申請、報批、流程上

的監管。後續公司將與中國郵政、監管部門討論

細化方案，希望把試點推廣到杭州灣、渤海灣等

地區，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下，在杭

州灣地區多試驗這種商業飛行線路，快速滿足該

區域島上居民的基本需求。

習近平出席G20主要日程和看點
■習近平主席將出席大阪峰會四個階段的全體

會議，參加關於世界經濟和貿易、數字經

濟、包容和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氣

候、能源、環境等議題的討論，深入闡述

對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主張，致力於對

當前存在的問題找根源，把準脈，開好

方，把握好世界經濟的大方向。

■習近平主席還將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

式會晤、中俄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和中國

與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小型會晤，就深化新

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落實聯合國

2030年議程等重大問題加強溝通協調，推

動各方之間的務實合作。

■應多國領導人的請求，習近平主席還將同

多位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致力於深化同

有關國家的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

展。

中方對大阪峰會經貿成果的期待
一、建設性推動世界貿易組織必要改革。

二、構建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政策環境。

三、加強貿易投資務實合作，促進包容和可

持續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整理

中國首例無人機跨海運郵完成中國首例無人機跨海運郵完成

■■暨南大學土木暨南大學土木、、建築建築、、計計
算機等理工科專業漸成港澳算機等理工科專業漸成港澳
學生報考熱門學生報考熱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對於

G20大阪峰會和中美元首會晤是否會談及香港問

題，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24日在吹風會上答問

時表示，G20是國際經濟合作論壇，這是G20領導

人對這個論壇給予的定性，重點是聚焦全球經濟、

貿易、金融等領域的問題，重在加強宏觀政策協

調，合作應對挑戰。他強調，可以肯定的是，G20

不會討論香港問題，我們也不會允許G20討論香港

問題。香港特區政府為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彌補

法律制度上的缺陷，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對此，我

們認為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所採

取的舉措。我們願再次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

預。無論在任何場合，用任何形式，我們都不允許

任何國家、任何個人干涉中國內政。

港關稅變化須遵WTO協議
對於“美國恐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聲音，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香港是以單獨關

稅區的身份作為世貿組織( WTO )成員的，美國與

香港單獨關稅區之間的關稅安排是由WTO一系列

協議來管理的，任何關於香港關稅安排的變化都

必須要遵守WTO的協議，這是一項國際義務，不

是單邊可以改變的。

G20聚焦經濟 不會討論香港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2019年暨南大學本科招生新聞發佈會和校園開

放日23日舉行。暨大透露今年招生總計劃7,080

人，其中港澳台僑生將擴招，招生指標從2,000

人提升到2,300人左右，且全校130多個專業學

科開放選擇。暨南大學招生辦主任黃躍雄表示，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以及去年10月習

近平總書記到校考察後，暨南大學在辦學特色和

專業學科方面不斷優化調整。

黃躍雄透露，現在每年有近7,000名港澳台

僑學生報讀暨大，實際只能錄取約2,000人左

右。因此學校今年把港澳台僑招生指標從2,000

人左右提升到2,300人左右。據悉，去年3,500多

位香港學生、1,000名澳門學生，超千名台灣學

子報考暨南大學。黃躍雄表示，截至目前，報名

人數已接近去年人數。到7月中旬報名結束，屆

時整體報考人數將會超過去年的報考人數。

具更強競爭力參與灣區發展
黃躍雄指出，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差異化

發展的融合過程中，廣東多所高校都在結合自身

學科特色，不斷優化專業學科自動為大灣區培育

特色人才。依託製造業大省廣東產業鏈完善、IT

集中地、現代服務業集聚地等優勢，暨南大學近

年也在不斷發展理工科，比如，智能科學、大數

據等工科專業都在擴大發展隊伍，相應的招生規

模也在逐步加大。

黃躍雄表示，往年新聞傳播等人文學科是港

生的大熱門。如今，不少需要數學成績做基礎的

工科學科也錄取了不少港澳學生。其中，最明顯

的土木工程、建築學、計算機等專業近年就錄取

了許多港澳學生就讀。

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黃躍雄表示，大灣區

各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就暨南大學來看，

國際經濟與貿易、會計、旅遊學、醫學類專業等特

色優勢學科都能為大灣區各地培育專業特色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農業農

村部24日消息：5月份，各級農業農村部門着

力穩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生產，抓好草地貪夜

蛾蟲害防控和生豬恢復生產，大宗農產品價格

總體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中國農產品主要進

口來源結構顯著變化，自美國主要農產品進口

大幅下降。1月至5月，中國來自巴西、東盟、

歐盟等國家地區的農產品進口保持快速增長，

進口美國農產品繼續快速回落，進口美國農產

品金額由上年同期的732.2億元降至327.3億

元，下降55.3%。

據農業農村部農情調度，截至6月18日，

夏糧收穫已過九成，機收率超過96%，預計畝

產比上年提高10公斤，豐收成定局。非洲豬瘟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禽肉等替代品供應增加。

5月份，中國大宗農產品價格總體穩定，

水果、豬肉、雞蛋價格同比漲幅較大。5月份

農業農村部監測的6種水果均價每公斤7.55元

（人民幣），環比上漲19.5%。豬肉價格漲幅

較大，同比上漲26.6%。雞蛋價格連續兩個月

小幅上漲，同比上漲9.1%。

前五月中國進口美農產品大降55.3%

中美元首在G20大阪峰會期間的雙邊會晤受到

外界高度期待。上周二，國家主席習近平應

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在通電話中，特朗

普表示，美方重視美中經貿合作，希望雙方工作

團隊能展開溝通，盡早找到解決當前分歧的辦

法。習近平強調，在經貿問題上，雙方應通過平

等對話解決問題，關鍵是要照顧彼此的合理關

切。我們也希望美方公平對待中國企業。我同意

兩國經貿團隊就如何解決分歧保持溝通。

團隊討論下一步溝通
中美兩國元首通電話商定會面當天，投資者

普遍憧憬經貿談判將有好消息，美股三大指數齊

升。不過，亦有人認為，本輪磋商最好的結果是

中美能達成一項不提高關稅的協議。對於中美經

貿談判以及中方對此次元首會晤在經貿磋商上的

預期，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24日在中外媒體吹風

會上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時表示，現在中美兩國

經貿團隊正在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正在就下

一步的溝通問題進行討論。

協議須符合WTO規則
王受文重申了中方對中美經貿磋商的立場和

原則。他稱，中方已多次指出，雙方要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要相向而行，要符合WTO規則。

他進一步解釋說，相互尊重就是各自要尊重對方

的國家主權，平等互利就是磋商要在平等的基礎

上，要達成的協議要對雙方都有利，要相向而行

就是雙方都要妥協和讓步，而不只是一方，因為

中美都是WTO的重要成員，我們的協議必須符合

WTO的規則。

上周，習近平對朝鮮進行了國事訪問。在被

問及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將談及哪些議題以及是否

會討論半島問題時，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在

24日吹風會上表示，目前雙方的工作團隊正在就

會晤的安排進行溝通和準備，中美元首此次會晤

會就雙方共同關心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問題交換

意見。

冀美撤不平等單邊措施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陸續將華為等一些中

國企業納入所謂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就此次中

美元首會晤是否會談及華為等相關問題時王受文

稱，美國將中國的一些企業納入出口管制的“實體

清單”，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利益，也

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方面多次講中美貿易

不平衡，實質上是美國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這對

貿易平衡的改善是沒有任何益處的，這種做法損害

美國利益，也損害了國際正常的貿易秩序和貿易交

流以及技術交流。

王受文指出，中美元首通電話時，習近平主

席希望美方公平對待中國企業，中方希望美國能

夠本着自由貿易主義和WTO原則精神，能夠取消

這些不適當的針對中國企業的單邊措施，將相關

中國企業移出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這對雙

方都有好處，對雙方貿易的長期的平衡可持續發

展亦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6月27日至29

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峰會期間，中美元首將

舉行雙邊會晤，外界普遍對中美經貿問題抱有期待。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24日

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表示，現在中美兩國的經貿團隊正在落實兩國元首的重要共

識，正在就下一步的溝通問題進行討論。他重申，中美經貿磋商要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要相向而行，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他進一步解釋，雙方要尊重

對方的國家主權，磋商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要對雙方都有利，雙方都要

妥協和讓步，而不只是一方。

■■圖為圖為““洋面孔洋面孔””的茶藝師邀請龍舟的茶藝師邀請龍舟
節參賽選手品嚐中國茶節參賽選手品嚐中國茶。。 中新社中新社

■■無人機在飛行中無人機在飛行中。。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截至截至66月月1818日日，，夏糧收穫已過九成夏糧收穫已過九成，，機機
收率超過收率超過9696%%。。圖為航拍麥收畫面圖為航拍麥收畫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424日日，，中國外交部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中國外交部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
現場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灣灣縱縱 區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