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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3日宣佈，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菲律賓總統杜特

爾特將於8月28日至9月1日訪問中國。

■中新社
德國施特拉爾松德孔子學院22日舉行成

立三周年慶典暨施特拉爾松德拉茨藥房中藥

配方顆粒部門成立儀式，這是經質量檢驗的

中藥配方顆粒首次進入德國市場。德國總理

默克爾致信祝賀稱，這是德中兩國良好合作

的體現，也是大學、產業界以及文化機構合

作富有成效的範例。 ■新華社
第十八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

總決賽22日晚在長沙打響。經過三輪比拚，

來自埃及的選手詩雨奪得總冠軍，被授予

“漢語之星”和“漢語大使”稱號，並獲得

由孔子學院總部提供的赴華攻讀學位獎學

金。 ■中新社
2018年6月22日，西安一輛公交車發生持

刀傷人事件，致4人死亡，7人輕傷。陝西省

高級人民法院23日對該案件砍人者辛海平進

行了二審公開宣判，裁定駁回辛海平上訴，

維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死刑判決，並

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中新網
根據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日前下發關於擴大

深圳市老年人享受敬老優惠待遇範圍的通

知，即日起，凡在深圳市居住，年滿60周歲

以上的老年人，不限戶籍，包含港澳台老年

人，憑本人身份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就可

在深圳免費乘坐公交和地鐵。

■香港文匯報
世界現存最年長大熊貓“新星”（圖）今

年迎來37歲生日，其年齡相當於人類的百歲

以上。重慶動物園23日為“老壽星”舉行了

生日會。目前“新星”身體狀況良好。雌性

大熊貓“新星”1982年出生於四川省寶興

縣，1988年冬奧會期間，“新星”曾赴加拿

大，吸引了上百萬人次觀看。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中俄財長對話首發聯合聲明

習近平致賀信籲匯聚共識攜手開創美好新未來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開幕 5G館吸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中國商務部

發言人高峰22日在例行發佈會上透露，8月13

日晚，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進行通話，雙

方約定在之後兩周內再次通話，雙方經貿團隊

也一直保持着溝通。如有進一步的信息，商務

部將及時發佈。

高峰強調，儘管美方將推遲對部分中國輸

美商品加徵關稅，但美方任何新的關稅措施都

將單方面導致貿易摩擦升級，嚴重違背中美兩

國元首大阪會晤達成的共識，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不得不採取相

應反制行動。

面對“若美方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

徵關稅措施繼續生效，會對中國出口及整體

經濟增長產生何種影響”等問題，高峰回應

指出，美方的舉措會給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帶

來一定挑戰，但總體上看，影響完全可控。

他認為，中方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應對

各種挑戰，保持中國經濟和外貿健康穩定發

展。

高峰表示，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採取新的

加徵關稅措施，損害中方利益，也損害美方自

身的利益，還可能會給全球經濟帶來衰退性影

響。“我們注意到，在美方公佈的兩份清單

中，美國自華進口份額超過75%的商品佔到了

總量的近60%。”他認為，如果美方一意孤

行，必將會給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嚴重的負

面影響。

他再次強調，對於貿易戰，中方不想打、

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如果美方實施新的

加徵關稅措施，中方將堅決採取相應的反制，

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他希望，美方拿出誠意

和實際行動，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經貿問題

妥善解決。

中方將發佈不可靠實體清單
另外，高峰表示，中方將於近期發佈不可

靠實體清單制度，目前正在履行相關程序。他

強調，中方將依法依規開展相關工作。

商務部：美若加關稅貿戰必升溫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第八次中

俄財長對話22日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對話

結束後，雙方共同發佈了《第八次中俄財長

對話聯合聲明》。這是中俄雙方自2006年建

立中俄財長對話以來首次發佈聯合聲明。

雙方重申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並推動以

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

體制，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雙方將深

化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機制、亞太經合

組織等多邊框架以及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

機構的合作，共同推動完善全球經濟治理，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促進世界經濟強勁、

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提升發展中國家

和新興經濟體發言權和代表性。

推動“帶路”對接歐亞經盟
雙方歡迎亞投行取得的重要進展，期待

亞投行未來繼續擴大業務規模，提升國際影

響力。雙方將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與

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以造福歐亞地區人民。

雙方同意加強金融市場合作，在債券領

域保持良好溝通，增進互利互信，積極為雙

方投資者進入對方債券市場提供便利。俄方

將積極考慮按照俄羅斯法律在莫斯科交易所

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並鼓勵中國境內投資者在現有法律及監管政

策框架內投資俄方發行的債券。

對話期間，雙方簽署了《中俄會計準則

合作備忘錄》和《中俄審計監管合作備忘

錄》等四個備忘錄。

■■圖為外國高端人才在廣州開發區圖為外國高端人才在廣州開發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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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為延攬國際頂尖戰略科學家、引育世界

一流產業人才團隊，廣州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廣州高新區22日公佈《關於聚集海外尖

端人才的若干措施》（下稱“海外尖端人才

8條”）重磅政策，通過項目支持、人才資

助、薦才獎勵等措施，打造“高精尖缺”人

才高地。該政策賦予團隊帶頭人充分自主

權，給予其用人權、用財權、用物權等。

買樓補貼千萬掌用人用財權
根據“海外尖端人才8條”，對新引

進的戰略科學家、產業頂尖人才團隊將分

別給予最高15億元（人民幣，下同）、10

億元的項目扶持。在生活上，對尖端人才

的住房、用車亦明確給予大力度保障。其

中包括：給予最高1,000萬元一次性購房補

貼，或每個月3萬元租房補貼，或直接免

費入住高端人才住房；給予最高100萬元

人才津貼，最高5萬元小客車增量指標競

價補貼。

值得注意的是，該區將給予成功引進

的戰略科學家、產業頂尖人才極大的自主

權，實施團隊帶頭人全權負責制，賦予戰

略科學家、產業頂尖人才用人權、用財

權、用物權、技術路線決定權、內部機構

設置權和人才舉薦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香港高等

法院23日批准延長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

局）的臨時禁制令，限制任何人干擾機場正

常使用，直至法庭另行通知。

日前暴力示威者癱瘓香港國際機場，機

管局於13日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機管局

的代表23日在庭上透露，至今未有收到任何

提出反對有關禁令的申請。法官指出，保持機

場暢順對香港非常重要，故批准延長禁令的申

請，直至案件正式審訊或有進一步指示為止。

另外，機管局當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指

出機場日前受公眾集會影響導致運作癱瘓

後，現已大致回復正常運作，但近日再有網

民發起阻塞來往機場的交通。機管局強烈反

對意圖破壞機場運作的行動，又呼籲年輕人

本着熱愛香港的心、拒絕參與或支持任何妨

礙機場正常運作的行為。

香港機場臨時禁制令獲批延長
香港文匯報訊據環球網報道，近日，俄

羅斯聯合發動機公司（UEC）曝光了中俄正

在聯合研製的CR929大型寬體客機的最大起

飛重量數據為245噸。

據“俄羅斯航空內幕”網站稱，俄羅斯

聯合發動機公司計劃為CR929提供其研製的

PD-35大型渦扇發動機，在展示的有關文檔

中首次披露CR929的最大起飛重量數據，並

援引俄方消息人士證實了該數據的真實性。

報道指出，中方與俄羅斯合作夥伴在早前只

公佈了基本型CR929-600的簡要數據：搭載

280名乘客飛行12,000公里。

起飛重量三倍C919
軍事觀察人士表示，綜合來看這個245

噸的最大起飛重量，應該只是CR929-600這

個基本型的水平。相比之下，目前正在試飛

的C919大型客機的最大起飛重量為72.5噸或

77.3噸（ER型），CR929是其3倍多。

而CR929的競爭對手——經過最新升

級、更換發動機的歐洲空客A330-900，其最

大起飛重量為251噸；美國波音公司最新升

級的787-9為247噸，三者的重量級相當。

中俄合研CR929大飛機性能曝光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是經中國國務院批准，由

中國商務部、國家發改委、中國貿促會和吉

林省政府共同主辦的國家級博覽會，也是世界上

唯一由東北亞六國共同參與並面向全球開放的國

際性綜合博覽會。東北亞區域各國政要、國際組

織高級官員、世界500強和中外知名企業高管、

國際金融和投資機構高管等嘉賓與會。

在博覽會開幕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博

覽會致賀信。習近平指出，東北亞是全球發展最具

活力的地區之一。共建“一帶一路”為拓展和深化

地區合作持續注入新動能。習近平強調，當前加強

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有利條件不斷累積。本屆博覽會

以“增進互信合作，開創東北亞美好新未來”為主

題，反映了各方對實現地區繁榮發展的一致嚮往。

希望各國政府、機構和企業代表用好這一平台，匯

聚共識、推進合作、擴大成果，攜手開創東北亞新

的美好未來。

主題館集中展示5G產業生態
本屆博覽會以“增進互信合作，開創東北亞

美好新未來”為主題，既對接了東北亞區域各國

經濟發展戰略，又順應了本地區謀合作、促共贏

的共同願望。

在長春國際會展中心，圍繞“5G新時代”打

造的主題館成為一大亮點。館內，中外先進的5G

設備、終端、芯片以及5G技術在工業互聯網、智

能製造、高端傳感器、物聯網等領域的產業生態

得以集中展示。

中日韓企業家開展廣泛交流
中國—東北亞博覽會執委會副主任張凱明介

紹，本屆博覽會將首次舉辦中日韓企業家峰會，

以“5G新時代的中小企業發展機遇”為主題，邀

請中日韓科技創新型企業及部分行業領軍企業，

圍繞智能網聯汽車供應鏈，AR、VR創新鏈、醫

療器械及先進裝備、新材料等領域，廣泛開展中

日韓企業家交流。

本屆博覽會還設置了東北亞國家館、東北振

興與對口合作館、進口商品館、康養產業館、吉林

館等展館，來自東北亞、東南亞、歐美等45個國

家和地區的企業和機構佔參展總戶數的44.28%。

張凱明介紹，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2019東

北亞工商合作論壇、“捷克日”系列活動、首屆

東北亞電子商務峰會、“大圖們倡議”第八屆東

北亞旅遊論壇等多項規模較大、國際性強、影響

力廣的活動。

張凱明表示，中國—東北亞博覽會已成為服

務中國面向東北亞區域國家開放的重要窗口，並

逐步成為東北亞各國間全方位、深層次、寬領

域、高水平交流交往的重要載體，為促進東北亞

地區貿易投資合作、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發揮了重

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第十二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23日

在長春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博覽會致賀信時強調，當前加強東北亞區域合

作的有利條件不斷累積，希望各國政府、機構和企業代表用好這一平台，匯聚共

識、推進合作、擴大成果，攜手開創東北亞新的美好未來。本屆博覽會中圍繞“5G

新時代”打造的主題館成為一大亮點，期間還會舉行多項規模較大、國際性強、影

響力廣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朝鮮對外經濟

相金英才23日在長春介紹，朝鮮設立了以羅先經

濟貿易特區、元山—金剛山國際旅遊區和新義州

國際經濟區為代表的20多個經濟開發區。他希望

東北亞國家及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到朝鮮經濟特區

的開發中來。

第十屆東北亞合作高層論壇當日在長春開

幕，金英才在發表演講時介紹了上述情況。金英

才說，現在朝鮮的經濟更加現代化、更加具有活

力。“我們正努力地開展工作，以便推動國家經

濟邁向新的發展階段。”

金英才表示，朝鮮在擴大和世界各國的經濟

合作關係，不斷推進相關工作，從而為經濟交流

與加強合作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和條件保障。金

英才稱，朝鮮在加強相關工作，以不斷改善經濟

開發區運營管理方面的法律環境和條件。

朝邀國際參與經濟特區開發

■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22日在吉林省長
春市舉行。 網上圖片

■■圍繞圍繞““55GG新時代新時代””打造的主題打造的主題
館成為一大亮點館成為一大亮點。。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本屆展覽展示總面積約本屆展覽展示總面積約77..55萬平方米萬平方米
（（含環廊含環廊）。）。 東北亞博覽會官方網站東北亞博覽會官方網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2日在吉

林省長春市舉行的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發

佈《長春共識》，呼籲東北亞區域各地方政府

着力打造高效的區域交通物流網絡，積極構建

東北亞區域海陸空大通道。

東北亞地方合作圓桌會議是第十二屆中

國－東北亞博覽會重要活動之一，以“增進互

信合作，開創東北亞美好未來”為主題，來自

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俄羅斯、蒙古國、朝

鮮在內的東北亞六國代表參加，圍繞共同加強

東北亞地區交流合作、和平穩定、繁榮發展及

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問題展開

深入探討。

近年來，東北亞地區大通道建設取得重要

進展，一批陸海聯運航線開通，有力推動了東

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和民間往來。《長春共識》

指出，推動東北亞地區各國發展戰略對接是深

化東北亞區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條件，互聯互通

是實現東北亞區域交流合作的重要保證，各地

方政府應加強技術協作，加快合作進程，實現

人暢其行、物暢其流。

民間交往屬合作重點
《長春共識》還提出，民間交往是東北亞

地區交流合作的重要內容，各地方政府應進一

步支持加強經貿、旅遊、文化、教育、體育、

衛生等領域交流，深化民間友誼，夯實社會民

意基礎，推動區域關係進一步發展，並呼籲各

地方政府建立區域青少年交流工作機制，定期

舉辦特色交流活動。

東北亞地區地方政府聯合會秘書長金玉彩

表示，地方政府間務實有效的交流合作，不僅

有助於各國打破國家層面的政治外交壁壘，更

有助於實現地區和平與穩定，引領東北亞地區

走向繁榮發展。

東北亞圓桌會議 籲建海陸空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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