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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國家民族不能沒有靈魂
【香港商報訊】今日出版的第 8 期《求
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一個
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
文章強調，新時代呼喚着傑出的文學家、
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
無比廣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
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
文章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
習近平總書記昨赴重慶，前往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中益鄉小學、華溪村，深入農戶家 靈魂。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
中和田間地頭，實地了解脫貧攻堅工作進展。
新華視點 者都肩負着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

的重要職責，承擔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
科學工作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居於十分重
要的地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做好新形勢下文化文藝工作
文章對做好新形勢下文化文藝工作、哲學
社會科學工作提出了四點要求：第一，堅持
與時代同步伐。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第三，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第四，堅持用

明德引領風尚。
文章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70
年砥礪奮進，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
變化。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
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鬥史
詩。希望大家深刻反映 70 年來黨和人民的奮
鬥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 70 年歷史性變革中
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講清楚歷史性成就背後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
化優勢，更好地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
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

蓬佩奧訪智利時發表攻擊中國言論

京：挑撥中拉關係令人不齒
【香港商報訊】針對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訪問智利期間發表
攻擊中國言論一事，發言人陸
慷昨日表示，一些美國政客，
揣着同一個 「唱本」 ，滿世界
污衊中傷中國，到處煽風點
火，挑撥離間，言行令人不
齒。但謊言說上一千遍還是謊
言，蓬佩奧先生可以休矣。對
此，中國駐智利大使徐步也在
智利第一大報發表題為《蓬佩
奧先生完全錯了》的署名文
章，並接受智利主流媒體的採
訪，予以回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資料圖片

以數據駁債務陷阱說
蓬佩奧日前妄稱，中國對拉美投資讓拉美國家陷入
債務陷阱。對此，陸慷回應稱，中國同拉丁美洲國家
開展合作，秉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
贏的理念，聚焦的是共同發展，有利地幫助了拉美國
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的改善。以智利為例，去年
中國和智利的貿易額達到了 428 億美元，其中智利的
對華出口達到了 269 億美元，同比增長了 26.9%。同
年，中國在智利的投資超過 60 億美元，為促進智利的
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事實證明，中
國給拉美國家帶來的是機遇。
對此，中國駐智利大使徐步當地時間 14 日在智利第
一大報《信使報》發表題為《蓬佩奧先生完全錯了》
的署名文章。徐步大使表示，蓬佩奧訪問智利一個勁
地 拿 中 國 說 事 ， 「我 想 ， 他 低 估 了 智 利 人 民 的 智
慧」。文章同樣以兩國貿易為例，指出蓬佩奧稱
「中國讓拉美國家陷入債務陷阱」是荒唐的指控。
徐步稱，美國拒絕為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做實事，卻

攻擊中國加強對拉經貿和投資合作。很顯然，蓬佩奧
十分虛偽。皮涅拉總統非常歡迎中國企業加大對智投
資。

「謊言說一千遍仍是謊言」
陸慷說，我們也注意到了蓬佩奧國務卿在委內瑞拉
問題上對中方的不實指責，我想說中國在委內瑞拉的
問題上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我們維護的是
《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維護的是地區的和平
與穩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中國和中拉關係肆意誹
謗、蓄意挑撥、不負責任、毫無道理，我們對此強烈
反對。長期以來，美國把拉美視為自己的後院，動輒
施壓威脅，甚至顛覆他國政權，公道自在人心，誰是
真正的朋友，誰是假朋友，是誰無視規則、散播混
亂，相信拉美國家會作出正確的判斷。需要指出的
是，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美國政客，揣着同一個 「唱
本」，滿世界污衊中傷中國，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
間，言行令人不齒。但是，謊言就是謊言，說上一千
遍還是謊言，蓬佩奧先生可以休矣。

駐智大使：蓬佩奧已失去理智
徐步在接受智利《三點鐘報》的專訪時提到，蓬佩
奧對中國的指控毫無根據。他甚至說中國殺害了數百
名美國人，並助長了恐怖活動。蓬佩奧先生已經失去
理智，他走得太遠了。徐步在文章中指出，蓬佩奧的
身體雖然已經進入 21 世紀，但他的腦袋還停留在 20
世紀，充滿霸權及冷戰思維。
徐步在文章中指出，智利是今年 APEC 主辦國，也
是全球氣候變化大會主辦國。蓬佩奧理應集中精力談
美國計劃如何為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作貢獻，如何為推
動地區一體化進程作貢獻，如何為推動世界經濟振興
作貢獻，如何為應對氣候變化給全球帶來的挑戰作貢
獻。但是，他對這些問題毫不關心，反而把重點放在
攻擊別的國家上。
文章稱，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認為，華為的 5G
建設並不會造成安全威脅。英國政府得出上述結論，
令美國極為難堪。蓬佩奧對華為的指責，只不過是打
着安全的幌子，企圖扼殺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合法正當

內地首位試管嬰兒誕下男嬰
濟南一製藥公司事故 10 死 12 傷
濟南市相關部門昨日透露，當日 15 時 37 分，齊魯天
和惠世製藥有限公司凍乾車間地下室，在管道改造過
程中，因電銲火花引燃低溫傳熱介質產生煙霧，致使
現場作業的 10 名工作人員中 8 人當場窒息死亡，其餘 2
名工作人員在搶救過程中死亡。另有 12 名救援人員受
嗆傷，無生命危險。經環保部門檢測，對周邊環境未
形成影響。

中國海關總署昨日宣布，海關緝私部門近期偵辦一
起特大象牙走私案，現場查獲 7.48 噸象牙。這是海關
緝私部門近年來自主偵查一次性查獲象牙數量最大的
案件。
據介紹，這起特大象牙走私案實現人贓俱獲。官方
出警 238 人，分為 36 個行動小組，一舉抓獲 20 名犯罪
嫌疑人，查獲 2748 根象牙，合計 7.48 噸。據了解，該
犯罪集團在非洲尼日利亞等國收購大量象牙，通過非
設關地偷運、貨運渠道偽報等方式走私進境；此次查
獲的 7.48 噸象牙是通過貨運渠道偽報為木材方式進
境，藏匿於廢舊廠房中。

據國務院響水 「3‧21」特別重大爆炸事故調查組調
查工作進展和公安機關偵查，昨日，公安機關對江蘇
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及為該公司相關項目作虛假評價
的中介組織涉嫌犯罪的 17 名嫌疑人採取刑事強制措
施。截至目前，共有 26 名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刑事強制
措施。

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車研製再獲進展
中國中車旗下大連機車車輛有限公司昨日發布消息
稱，由該公司研發製造的首列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車近
日運抵上海中低速磁浮試驗基地，目前整車已落成並
成功匹配線路，進入動態調試階段，這意味着該車的
研製進入了全新階段。

西安利之星 4S 店
涉偷稅被查
【香港商報訊】平治女車主維權事件持續發酵，
昨日，西安市稅務部門表示已因涉嫌偷稅漏稅對西
安利之星 4S 店介入調查取證，調查組人員認為收取
所謂金融服務費並不開具發票涉嫌偷稅漏稅，具體
取證仍在繼續。
另據中國銀保監會透露，對於最近女車主被收取
金融服務費的問題，中國銀保監會高度重視，已要
求北京銀保監局對梅賽德斯-奔馳汽車金融有限公
司是否存在通過經銷商違規收取金融服務費等問題
開展調查。銀保監會表示，將根據調查情況依法採
取必要的監管措施，切實維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
益。
涉事女車主昨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若確定涉事
車漏油問題是售前問題，應按相關法律以一賠三來
處理。若為售後問題，則按照三包處理或自理。對
於金融服務費一事，女車主再次表明，對於這筆服
務費不知情。陝西消費者協會昨日也指出，消費者
不知情時被收費是不合法的。

老闆控百企 涉罰涉訟超 500 宗

海關偵破走私 7.48 噸象牙案

響水爆炸案再有 17 人被拘傳

經營。事實上，美國是在 「賊喊捉賊」。維基解密創
始人阿桑奇日前被捕，而 「稜鏡門」的揭秘人斯諾登
還在躲避美國政府的追捕。美國利用高科技公司對別
國進行竊聽，威脅他國國家安全世人皆知。

▲北醫三院院長喬傑昨日看望剛出生的鄭萌珠之子。
網絡圖片
▲

1988 年 3 月 10 日， 「中國試管嬰兒之母」 張麗珠接生出
鄭萌珠。
網絡圖片

【香港商報訊】內地首例試管嬰兒鄭萌珠於北京
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產下一男嬰，身高
52 厘米，體重 3850 克。
30 年前，在北醫三院張麗珠教授及其團隊的努
力下，中國終於在 1988 年 3 月 10 日迎來了第一個
試管嬰兒，鄭女士為表達對張麗珠教授的感謝，
給女兒取名萌珠。張麗珠也因此被稱為 「
試管嬰兒
之母」。畢業後，鄭萌珠來到了北醫三院生殖中心
工作，幫助更多不孕不育的患者。30 年後，鄭萌
珠又在北醫三院誕下 「試管嬰兒二代寶寶」。

輔助生殖市場達千億級
相比較國外，中國試管嬰兒起步晚了十年。但是

發展較快，需求量不斷上漲，目前輔助生殖市場規
模已達千億級。
「目前，中國人工輔助生殖每年能達到約 40 萬
個取卵周期，每 100 個新生兒中，就有約 1 至 2 個
藉助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孩子。」北醫三院院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喬傑說。
相比較巨大的市場增量，中國輔助生殖機構大多
集中在公立醫院。據公開數據顯示，2017 年底中
國的輔助生殖中心數量為 451 個，人類精子庫機構
23 家，但獲得試管嬰兒牌照的醫院僅為 327 家。而
按照國家衛健委每 300 萬人口配置一個輔助生殖中
心的規劃，中國輔助生殖機構還有 100 家左右的缺
口。

隨着輿論發酵，西安利之星公司老闆顏健生也隨
之浮出水面。
據悉，除擔任利之星的法定代表人與董事長外，
顏健生掌控的企業多達 128 家，任職的企業達 138
家。而 在 顏 健 生 掌 控 的 128 家 企 業 中 ，涉 及 到 訴
訟、行政處罰等風險警示事項有至少 553 宗。
據悉，顏健生掌控的企業先後因污染環境、價
格欺詐、違法搭售、不正當競爭、商業賄賂、偷
稅等多種違法行為，多次被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予
以行政處罰。同時，顏健生涉及多宗民事訴訟糾
紛和 5 宗行政訴訟案件，其中，民事案件以銷售
合同佔絕大部分比例，舊車當新車賣、產品質量
存在問題，且拒不妥協而被告上法庭的案例並不
罕見。

平治失控事件車主擬訴訟
與此同時， 「平治定速巡航失靈 120km/h 高速狂
奔」事件發生一年後，涉事車主昨日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事件仍未處理，將於本周正式起訴平治公
司。
據車主透露，去年事發後，涉事車多次出現故
障，最嚴重的一次是今年 2 月發生剎車失靈。 「經
鄭州之星平治 4S 店檢測，車輛存在電動駐車制動器
故障等多項問題。我多次與北京平治總部和焦作銷
售公司溝通，他們都不理我，只好採取法律手段維
權。」該車主表示。
該車主還表示，他在購車時也被收取了金融服務
費，並被強制消費。
此外，在即將于 18 日舉辦的 2019 上海車展中，有
網友拍到，平治展台保安全場最多，數量幾乎是其
他品牌的兩倍，且均佩戴了頭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