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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
議12日舉行，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國有企業
改革工作。會議要求，要落實好國有企業
改革頂層設計，抓緊研究制定國有企業改
革三年行動方案，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
時間表、路線圖。 ■中國政府網
東盟防長擴大會反恐專家組聯合實兵演
習正式開始，此次聯演時間為11月9日至
22日，共有來自東盟10個成員國和8個對
話夥伴國，及東盟軍事醫學中心，共10架
飛機、60餘台裝甲裝備、800餘名官兵參
演。一連3天的中泰預先訓練12日在位於
廣西桂林的南部戰區陸軍某合成旅訓練場
完成。 ■中新社
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12日公開宣
判北京市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李士
祥受賄一案，對李士祥以受賄罪判處有期
徒刑10年，並處罰金人民幣600萬元，對
其受賄所得財物予以追繳，上繳國庫。李
士祥當庭表示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新華社
中國二重萬航模鍛公司12日宣佈，其為

法國賽峰起落架系統公司研發的波音B787
主起落架外筒鍛件正式投產，這是中國國
產大型航空鍛件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進
展，也凸顯了中法兩國不斷深入的航空領
域合作。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中方狠批英美與港暴徒沆瀣一氣

中希拓地中海區域物流中心

黑魔恐襲招招奪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汽油彈擲巴士
■馬路上淋生油
■揭渠蓋設陷阱
■撒釘刺爆車胎

■高空掟磚擲椅
■雜物丟鐵路軌
■商場列車縱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
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就當前經
濟形勢、下一步經濟工作聽取意
見建議。
李克強指出，要保持宏觀政策
穩定，更有效運用好宏觀政策逆
周期調節工具。完善財政、貨
幣、就業、區域等政策，適時適
度調控，完善政策協同、傳導和
落實機制，增強有效性和可持續
性。加強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
微、民營企業支持，提振市場信
心。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使用，
帶動社會資金更多投向補短板、
惠民生等領域，擴大有效投資，
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完善就業優
先政策體系，繼續做好支持企業
穩崗、拓展就業空間等工作，強
化重點群體就業服務，保持就業
大局穩定。
李克強說，要堅持推進改革開
放，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
造力，破除企業投資興業的隱性
門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支
持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合作。
強化科技創新，持續開展雙創和
互聯網+，提升新動能對經濟的
支撐力，加快製造業升級，促進
高質量發展。
李克強說，要更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完善機制和政策，積極吸
引社會力量參與，聚焦群眾需要
深挖市場潛力，大力發展養老、
託幼等服務，推進老舊小區改
造。適應消費升級需求，打通制
約消費潛力釋放的堵點。多措並
舉穩定農業生產，加快恢復生豬
生產，取消不合理禁限養規定，
多策並舉確保市場供應，抑制部
分產品價格過快上漲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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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海峽

中國
蘇伊士運河

中歐陸海快式聯運

（資料來源：國際在線、人民網）

「中歐陸海快線」南
起希臘比雷埃夫斯
港，經馬其頓斯科普
里和塞爾維亞的貝爾
格萊德，向北到達匈
牙利布達佩斯，直接
輻 射 人 口 3,200 多
萬。

「中歐陸海快式
聯運」是將貨物
從中國國內港口
先運至希臘比雷
埃夫斯港，再在
比雷埃夫斯港通
過「中歐陸海快
線」進行陸路運
輸。

斯科普里
貝爾格萊德
布達佩斯

比雷埃夫斯港

■1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參觀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習近平表示，希望搞好比港後續建設發
展，實現區域物流分撥中心的目標。 新華社

■12日，習近平和彭麗媛參觀雅典衛城博物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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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抵達比港時，中
外員工揮舞中希兩國國旗，熱烈歡

迎。
兩國領導人夫婦一同聽取港口運營和
發展規劃介紹，隨後來到樓頂平台，遠眺
整個港口。碼頭上一派繁忙有序、欣欣向
榮的景象。大型貨輪在港口停靠，集裝箱
成排碼放，橋吊高聳林立，滿載貨物的
「中歐陸海快線」班列整裝待發。

強強聯合 比港前景不可限量
習近平與當地員工代表親切交談，詢
問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習近平說，很
高興來到比雷埃夫斯港參觀。百聞不如一
見。今天我在這裡看到，中國倡議的「一
帶一路」不是口號和傳說，而是成功的實
踐和精彩的現實。「一帶一路」倡議堅持
共商共建共享，不是一家說了算，而是大
家共擔責任，共享成果。中國在對外交往
中秉持正確義利觀。我很高興得知，在你
們困難的時候，中遠海運比雷埃夫斯港項
目幫了你們。你們把比雷埃夫斯港建設
好，就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參與者
和貢獻者。祝你們工作順利、生活幸福。
習近平指出，比雷埃夫斯港項目是中

希雙方優勢互補、強強聯合、互利共贏的
成功範例。希望雙方再接再厲，搞好港口
後續建設發展，實現區域物流分撥中心的
目標，打造好中歐陸海快線。我相信比雷
埃夫斯港的前景不可限量，合作成果一定
會不斷惠及兩國及地區人民。祝中希合作
不斷取得新的佳績。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贏得在場人們的熱
烈掌聲。米佐塔基斯表示，比雷埃夫斯港
項目是互惠互利的，有力促進了希臘經濟
復甦和社會發展，符合希臘國家和人民利
益，得到了希臘人民的支持。希方也從中
深刻體會到「朋友」一詞的真正含義。

「希望未來規劃盡早實現」
米佐塔基斯表示，希方願同中方攜手努
力，做大做強比雷埃夫斯港項目，使其成為
共建「一帶一路」的典範。相信習主席下次
再來訪問時，這裡將再煥新顏。習近平主席
回應道：「希望未來的規劃盡早實現。」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臘最大港口。2016
年，中遠海運集團成功中標比雷埃夫斯港
港務局私有化項目，該港現已成為地中海
地區最大港口和全球發展最快的集裝箱碼
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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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

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在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夫婦陪同下，共同參

觀位於地中海地區的中遠海運比雷埃夫斯港

項目，見證中希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成果。習近平表示，希望

中希雙方再接再厲，搞好比雷埃夫斯港後續建設發展，實現區域物流

分撥中心的目標，打造好中歐陸海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2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希臘總統帕
夫洛普洛斯夫婦陪同下，參觀雅典衛城博物館。
兩國元首夫婦認真聽取講解。習近平不時詳細詢

問，駐足欣賞。興致所至，帕夫洛普洛斯親自介紹。
習近平說，古希臘建築和雕塑成就是西方文明的瑰

寶和傑出代表。中國作為東方古老文明的代表，雖然
藝術表現形式與希臘不同，但也有許多藝術成就對後
世影響深遠。中希兩國都擁有大量文化遺產，雙方可
以在修復和保護重要文化歷史遺產方面加強合作。由
於歷史原因，中希兩國都有大量珍貴文物迄今仍然流
失海外，雙方可以加強合作，使這些文物能夠盡早回
到自己的祖國。
習近平強調，今天的參觀給我留下了美好難忘的印
象，使我加深了對古希臘文明的了解，感受到歷史的
震撼，也進一步認識到中希作為兩大古老文明之間的
諸多相通和相似之處。我們一道回味歷史，以古鑒

今，展望未來，決定中希要更加緊密地攜手開闢更加
美好的明天。雙方尤其要加強人文交流，倡導文明對
話，為推動不同文明和國家包容互鑒、和諧共處，為
促進世界和平繁榮，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的
貢獻。

籲加強合作 讓流失文物回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1日
晚，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和夫人在總統府為國家主
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舉行隆重歡迎宴會。
習近平在致辭中指出，偉大的希臘人民孕育了奧林匹

克運動，發展中希關係同樣需要堅持「更快、更高、更

強」的奧林匹克格言。希望雙方以務實合作和文明對話
「雙輪」驅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為世界和平、共
同繁榮作出新貢獻。帕夫洛普洛斯說，中國提出的「一
帶一路」倡議和中東歐國家─中國合作機制把希中、歐
中緊密聯繫在一起。希方期待與中方加強交流合作。

合作與對話「雙輪」驅動中希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川）有傳媒引述美國
政府不具名高官稱，美方譴責香港警方「不合理
使用致命武力」，英國首相府則「敦促各方保持
冷靜和克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2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指出，暴徒襲警在先，警方完全是
在依法處置，並質疑美英對有暴徒將一名公開表
達反對意見的平民點燃的事件，「如果美英真像
他們所稱的那樣反對暴力、呼籲克制，他們為什
麼不對這種攻擊普通平民的行為予以嚴厲譴

責？」

暴露是非不分雙重標準
耿爽說，發表上述言論的美國政府官員不具
名，恐怕是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具名發表這樣的言
論吧。美英此次貌似公允，再次暴露出他們的是
非不分和偽善面目，他們的口頭正義，再次暴露
出他們的雙重標準和別有用心。他重申，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是當前香港最重要的任務，也是香

港社會各界最廣泛的共識和最強烈的呼聲。中國
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
香港警方嚴正執法、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市民安
全。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
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升級暴力遠超人性底線
對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及部分美英政客接

連發表干預香港事務言論，顛倒黑白、不分是非，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亦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
對。發言人指出，近日香港黑衣暴徒不斷升級暴
力行徑，手段之殘暴，和恐怖主義沒有兩樣，遠遠
超出「和平集會」、「言論自由」的範疇，已經遠
遠超出人類文明和人性道德的底線。美英部分政客
將警方正常執法、止暴制亂的努力與激進暴力分子
喪心病狂、泯滅人性的暴行混為一談，再次暴露了
他們與違法暴徒內外勾結、沆瀣一氣的真實嘴
臉，必將遭到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鞭撻。

彭博：假新聞網謠煽暴製分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修例風
波」已持續逾5個月，暴徒武力更不斷升級，無
數針對特區政府和警隊的虛假新聞，亦成為黑衣
魔繼續施暴的幌子。彭博社12日撰文指，網絡謠
言和虛假消息煽動社會憤怒和兩極分化，持續的
危機亦已把香港拖入經濟衰退，令國際社會質疑
其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彭博社在《假新聞和謠言如何在香港煽動分裂
（How Fake News and Rumors Are Stoking Divi-
sion in Hong Kong）》一文指出，網絡謠言、假
新聞和政治宣傳正在淹沒香港，兩極分化的言論
在助長不信任和暴力，使得危機更加難以解決。
文章指，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墮樓後不

久，各種「說法」開始在網上流傳，包括聲稱周
梓樂是被附近的防暴警察推下樓；警察阻攔救護
車、拖延搶救時間等。儘管這些謠傳毫無根據，
警方亦明確否認，許多主流新聞媒體亦稱，周梓
樂墮樓事件的有關細節仍待查證，而數百名暴徒
仍然藉周梓樂不幸離世一事，在11日進行非法集
結，一名暴徒在試圖搶槍後中槍。
文章續指，近日針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謠傳依然

層出不窮，包括稱特區政府命令警察隨意對示威
者開實彈槍、設置銀行提款限制、動用緊急法關
閉金融市場和學校等，特區政府亦對此一一澄
清。但虛假信息的泛濫，讓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信
心亦有所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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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文宣再以斷章取義的手法抹黑警方。網
上12日瘋傳一段經刪剪的影片，片中有六七名
警員在藍田的行人天橋上，狀似把磚塊向下
扔。上載者誣衊警員投擲磚塊到地下。不過香

港文匯報翻查未經刪剪的影片發現，片中警員其實是在行人天
橋上清理疑為暴徒遺下的磚塊，其間把磚塊投落停泊於天橋下
的貨車車斗內，再將磚塊運走。在影片後段，有磚頭直接跌落
車斗的清晰畫面，但煽暴文宣就無恥地刪去這畫面，企圖抹黑
警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防暴警察
把磚塊扔在
貨 車 車 斗
內，竟被煽
暴文宣組抹
黑警員掟磚
落街。

網上片段
截圖

煽暴文宣剪片誣警擲磚落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暴徒無
情，人間有愛。過去兩天，黑衣魔發
起所謂「黎明行動」，在全港多區堵
路及破壞，令香港市民「被三罷」。不
過，不少市民拒絕向惡勢力低頭，冒着被
黑衣魔行私刑的生命危險，趁黑衣魔暫時
撤離時，發揮互助互愛精神，自發清理路
障，盡一分綿力，冀盼香港這個家能繼續
正常運作。
12日清晨，多名市民在英皇道把暴徒

早前以竹枝、膠馬、圍板、磚塊、發泡
膠箱等雜物設置的路障，逐一清除；未
幾防暴警察也奉命到場協助清理，出現
警民合作清理路障的溫馨一幕。
在城大宿舍附近，一名外籍男子與

眾人自發清理路障，他表示，自己在
香港土生土長，非常喜歡這個家，拆
除路障只為清理家園。他指理解部分
香港人的示威理由，支持市民透過和
平示威去爭取，但堵路及破壞等暴力
行為並非正途，無助改善目前情況。

■■市民與警察合力清理市民與警察合力清理
路障路障。。 網上片段截圖網上片段截圖

比雷埃夫斯港登高遠眺 見證共建「一帶一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