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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聚焦數字 萬企連接世界
服貿會今開幕 習近平將以視頻方式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央視網及中國網報道：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

易交易會（簡稱「服貿會」）將於9月2日至7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將以視頻方式在2日舉行的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致辭。本屆服貿會主題為

「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辦，聚焦數字及

注重互動體驗。據悉，會議共設置了六類活動，吸引153個國家和地區的1萬餘

家企業參加，線下參展企業比上屆增長6%。

從9月1日中午12時起，中國黃渤海為期
4個月的休漁期結束，黃渤海漁區漁船秋汛
出海捕魚開始。據大連海事局方面介紹，休
漁期結束後，大連沿海將有大批漁船集中出
海作業，商漁船碰撞事故風險驟增。大連海
事局、邊防等單位將派出執法巡邏船艇，在
通航密集水域進行巡航，維護水上通航秩
序。 ●中新社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供應台灣地區的第一批
93.2萬劑mRNA新冠疫苗復必泰，北京時間
9月1日下午在盧森堡機場啟運，預計9月2
日早上運達台北。據悉，第二批約91萬劑復
必泰疫苗將於一周後啟運。據台灣媒體報
道，8月28日起島內開放登記接種復必泰疫
苗，首批復必泰疫苗將優先安排12歲至17
歲的在校學生接種。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健康衞生服務
●可遠程「參觀」全球最大新冠疫苗生
產基地

教育服務
●虛擬實驗室、智慧教室解決方案等多
款教育黑科技亮相

計算機和信息服務
●5G應用服務場景、機器人為你沖咖啡
金融服務
●可現場辦理數字人民幣錢包，體驗數
字人民幣支付場景

文旅服務
●線上沉浸式遊覽場館、體驗VR、遊戲
電競等「黑科技」

體育服務
●真冰秀場、AR滑雪、造雪屋和仿真雪
越野滑雪等體驗

供應鏈及商務服務
●時尚購物、風味美食和數字消費

工程諮詢與建築服務
●親身體驗建築機器人、擴展現實可穿
戴裝置等先進裝備

釐清「誤判無知誤導」秦剛提中美發展三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8月31日應邀出席美中關
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為其履新舉行的視頻歡迎
活動並發表主旨演講。在演講中，秦剛指出美
方對於中美關係存在的「嚴重誤判」「嚴重無
知」和「嚴重誤導」，並提出「明確底線、相
互尊重，保持對話、管控分歧，排除干擾、聚
焦合作」等把握中美關係正確發展方向的三點
主張。秦剛強調，中美之間決不應走向誤解誤
判和衝突對抗，必須尋求不同政治制度、不同
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相互尊重、和
平共處之道。
「美國有人認為，中國在賭美國輸，中國發
展的目標就是要挑戰和取代美國。這是對中國
戰略意圖的嚴重誤判。」秦剛指出，中美是密
不可分的利益攸關方，各自的成功對彼此都至
關重要。中國沒有賭美國輸，樂見美國憑藉自

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壓制別國或讓別國吃藥解
決美國自身的問題。
「美國有人認為，美國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

中國打交道，可以像戰勝前蘇聯一樣贏得對華
『新冷戰』。這是對歷史和中國的嚴重無
知。」秦剛表示，中國不是前蘇聯。中國從來
不搞侵略擴張，從來不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
發展模式。

中國會產生更多「華為」
「美國有人認為，中美合作面越來越窄，競

爭對抗已經佔據主導。這是對中美關係前景的
嚴重誤導。」秦剛強調，事實是，中美合作的
需要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中美不應相互敵
對，而更應攜手合作。對華搞「斷供」的日子
中國經受過，但我們都挺過來了。今天美國不
惜動用國家機器打壓華為，華為不會倒，還會

產生出更多的中國「華為」。

中美要明確底線相互尊重
秦剛強調，雙方要明確底線、相互尊重。希

望美方高度重視並認真對待中方提出的「三條
底線」、「兩份清單」，特別要在涉台、涉
港、涉疆、涉藏、南海等問題上謹言慎行，尊
重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停止干涉中
國內政，不要觸碰和挑戰中方的紅線。
秦剛指出，雙方要保持對話、管控分歧。中

方願同美方加強外交、經濟、金融、執法、軍
隊等部門之間的交流對話，重建有關對話機
制，準確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以建設性的方
式妥善管控和處理矛盾分歧，努力防止誤解誤
判轉變為衝突和對抗，盡快為兩國關係止損，
穩住中美關係大局。
秦剛強調，雙方要排除干擾、聚焦合作。無

論在雙邊層面，還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
問題上，中美雙方都可以從點滴做起，從易到
難，積少成多，尋求改善關係的切入點及合作
面。同時，雙方要共同努力掃清合作障礙。美
方應停止在病毒溯源問題上搞政治操弄，阻止
國會審議通過嚴重損害中美關係的涉華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目
前，香港每1,000人口只有2名醫
生，醫生比例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
經濟體。為解決香港「醫生荒」問
題，特區政府8月31日建議進一步
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到港註冊制
度，對早前的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作
出三大修訂措施，包括容許持認可
醫學及專科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
民醫生申請；為具備專科資格的
「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銜接至正
式註冊的階梯；以及容許未在香港
以外地方實習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
業生赴港參加執業資格試。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當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估計香港至
2040年短缺2,000名醫生，容許非
香港永久性居民赴港行醫，並非中
門大開，申請人仍須符合嚴謹的資
歷及工作表現等要求。
至於第二項修訂建議，容許非本

地醫科畢業生可參加香港執業資格
試，她強調，不會令本地醫科生實
習及工作機會減少。第三項建議是
對具備專科資格的「有限度註冊」
醫生提供銜接安排，容許他們在公
營醫療機構工作最少5年並取得專
科資格後，再繼續在相關機構多做5
年就可以正式註冊，她強調不會降
低醫生質素。
目前，行政會議已通過修訂建

議，港府期望本屆立法會會期內通
過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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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今歸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及新華社報道：
第八批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裝殮儀式1
日在韓國仁川舉行，此次移交的109名中國人民
志願軍烈士的遺骸以及1,226件遺物將於今天（2
日）搭乘中國空軍專機運-20返回祖國安葬。中韓
雙方2日將在仁川國際機場舉行遺骸交接儀式。
據悉，中韓雙方遵循人道主義原則，從2014
年至2020年已連續7年成功交接716位在韓中
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今年是按照中韓雙方
達成的共識實施的第八次交接。據韓國軍方介
紹，此次移交的志願軍烈士遺骸發掘自
2019-2020年，發掘地點位於朝韓非軍事區內的
箭頭高地以及朝韓交界的京畿道漣川、江原道
鐵原、華川以及洪川等地。
今年以來，中國退役軍人事務部和軍隊有關
方面不懈努力，通過技術手段提取出志願軍烈

士遺骸的DNA信息並建立了數據庫，現已確定
梁佰有、展志忠、吳雄奎、林水實4名烈士的
身份和親緣關係。

4志願軍烈士確定身份找到親屬
據人民日報報道，烈士尋親，常要經歷一個艱
辛的過程。據介紹，在為這四位烈士確認身份、
尋找親人過程中，共篩選出有可能的431位烈
士，請全國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退役軍人
事務部門協助摸排烈士親屬，並先後組織了333
位烈士親屬參與DNA信息採集和鑒定比對。
据悉，退役軍人事務部已經為1至7批全部歸
國安葬的在韓志願軍烈士建立了烈士遺骸DNA
數據庫，未來將為2萬餘名在韓犧牲的志願軍
烈士建立親屬信息庫，盡可能讓更多的無名烈
士變「有名」。

中國生物4款新冠疫苗集中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生物官方微信公
眾號9月1日消息，在即將舉行的中國國
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服貿會上，國藥集團
中國生物攜「可診」領域的3款診斷試
劑，在「可治」領域2款特效藥（特免球
蛋白、單克隆抗體）以及「可防」領域3
條技術路線上研發的4款新冠疫苗亮相。

抗變異株二代疫苗全球首發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抗變異毒株二
代疫苗全球首發。中國生物表示，目前，
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武漢生物
製品研究所的兩款新冠滅活疫苗均已獲批
上市。而此次服貿會中國生物攜帶兩款新
冠滅活疫苗的升級版，能有效中和變異毒
株的二代新冠滅活疫苗集中亮相。除了上
述兩款升級版新冠滅活疫苗，中國生物還
將展示重組蛋白新冠疫苗和mRNA變異
株新冠疫苗。
中國生物介紹，重組蛋白新冠疫苗是
全球領先針對病毒變異量身定做的廣譜重
組新冠疫苗，從臨床試驗情況看，該款疫
苗能夠有效對抗Delta 等變異毒株；
mRNA變異株新冠疫苗擁有自主知識產
權和特點優勢，目前正在完善mRNA平
台建設和大規模生產車間布局。

作為中國對外開放三大展會平台之一，服貿會
已成為全球服務貿易領域規模領先的盛會，

是緊密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中國商務部副部長
王炳南表示，如期舉辦2021年服貿會彰顯了中國
推動高水平開放的信心決心，也體現了中國支持全
球抗疫合作、推動世界經濟貿易復甦的大國擔當。

特設數字專區 展示前沿技術
正如本屆展會的主題「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
發展」，今年服貿會更加突出數字服務。這是因為
數字經濟已成為提振全球經濟復甦和中國高質量發
展的新驅動力，也是服務貿易發展的新引擎。
據了解，本次服貿會參展企業的規模和國際化
的程度比往屆都要高，且設立了數字服務專區，
更加突出數字服務，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
等前沿技術比比皆是。這個區域匯聚了來自海內
外幾十家國際化企業和機構，將展示它們在服務
貿易各個領域的一些最新的、亮眼的數字化服務
和應用場景。

首次設雙會場 體驗工業遺存
與往屆不同，今年服貿會將在國家會議中心和
首鋼園區設置「雙會場」，這在服貿會歷史上是第
一次，體現了服貿會的創新發展和輻射帶動作用。
據2021年服貿會組委會委員、執委會執行副主
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楊晉柏介紹，今年服
貿會設置綜合展和專題展。綜合展設在國家會議中
心，設置在首鋼園區的8個專題展圍繞電信、計算
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文旅服務、教育服務、
體育服務、供應鏈及商務服務、工程諮詢與建築服
務、健康衞生服務等專題開展，將展會與工業遺址

相互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楊晉柏邀請記者採訪首鋼園區，感受「山─
水─工業遺存」的特色風貌。「服貿會的舉辦
對於推動北京西部新首鋼地區轉型發展，打造
新時代首都城市復興新地標將發揮積極地推動
作用。」楊晉柏說。
服貿會踐行「綠色辦會」理念，還將圍繞碳達
峰、碳中和，策劃設計15場論壇會議活動主題及
議題。在展台搭建中，也將貫徹減量化、再使用
和再循環的綠色環保理念，使用低碳化新型材
料、可回收重複使用的金屬材料，打造沉浸式花
園的綠植空間，服貿會結束後將考慮移植到北京
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或首鋼園區。

注重互動體驗 處處冬奧元素
此外，今年服貿會更注重互動體驗。作為北京
冬奧會組委會的辦公地以及冬奧比賽的場地之
一，首鋼園區中有着冰雪互動體驗和冬奧元素的
體育服務專區也成為關注的焦點。體育服務專區
首次把冬博會的內容納入，人們可以通過冬博會
的內容，進行一些冰雪項目的互動體驗。

相較於往屆，來自153個國家和地區的萬餘家
企業註冊參展參會，國際參與度顯著提升。德國
聯邦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表丹尼斯·維爾肯斯表
示，今年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首次攜手7個州
參與展會，服貿會將為全球服務貿易企業建立直
接聯繫提供機會。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與
永續發展研究所所長盧耀群說，中國舉辦服貿會
將促進亞洲乃至世界自由貿易發展，推動全球經
濟復甦。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
法拉哈特也表示，服貿會將構建良好的國際合作
框架，創造更健康的商業和投資環境，有助於建
立新的運營結構與貿易網絡，推動服務貿易、投
資與資本流動。
美國國際商會今年也有參展服貿會。該商會日

前表示，將繼續借力服貿會平台，推動服務貿易
領域交流與經貿投資合作，加強相關行業企業互
動，努力實現互惠發展。 ●新華社

多國人士盼提振全球復甦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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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放寬海外醫生註冊條件政府建議放寬海外醫生註冊條件，，以解以解
決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問題決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方代表鞠躬默哀中方代表鞠躬默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烈士遺物烈士遺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秦 剛 強秦 剛 強
調調，，中美雙中美雙
方要明確底方要明確底
線線、、相互尊相互尊
重重。。新華社新華社

●●國家會議中心展館內展出的華大基因國家會議中心展館內展出的華大基因
火眼實驗室火眼實驗室（（氣膜版氣膜版））模型模型。。 新華社新華社

●●媒體記者在設置有隔板的餐媒體記者在設置有隔板的餐
桌上就餐桌上就餐。。 中新社中新社

●●首鋼園區充滿首鋼園區充滿「「山─水─工業遺存山─水─工業遺存」」的的
特色風貌特色風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媒體記者在國家會議中心展媒體記者在國家會議中心展
館內探訪館內探訪。。 新華社新華社

●服貿會主賓國愛爾蘭展台一隅，擺放着
「中歐地理標誌產品」認證的展品。 中新社

●●香港館以香港館以「「量子躍遷量子躍遷」」
為設計概念為設計概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首次使用北京城市復興新地標作為專題首次使用北京城市復興新地標作為專題
場館的首鋼園展區一隅場館的首鋼園展區一隅。。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