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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鐵路「滿月」客貨運輸兩旺
發送旅客67萬貨物17萬噸 加速形成中國東盟物流新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央視網報道：2021年12月3日，中老鐵

路正式開通運營。一個月來，這條北起中國昆明、南至老撾萬象的國際

鐵路，客貨運輸兩旺。截至1月3日，中老鐵路已累計發送旅客67萬人

次，發送貨物17萬噸，交出「滿月」亮眼成績單，有力激活了沿線旅

遊經濟，加速形成中國與東盟間物流新通道，為改善兩國民眾出行條

件、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促進中老經濟走廊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據觀察者網報道，曾經一度籠
罩在緊張氛圍之下的中印邊境，在2022年的第
一天，印媒關注到積極信號。根據《印度時
報》（The Times of India）、印度新德里電視
台（NDTV）1月2日報道，2022年新年首日，
中國軍隊和印度軍隊的士兵們在中印邊境實際

控制線的10個地點，包括所謂「拉達克」地區
東部的兩國「摩擦點」，互相致以新年祝福並
交換糖果，以慶祝新年到來。
《印度時報》在報道中提到，此舉也可以被

看作是雙方想要緩解長達近20個月邊境對峙局
面的表現。「當地指揮官和解放軍方面保持互

動，這有助於緩解邊境的緊張局勢，同時（中
印）高級別外交和軍事對話也將解決這些問
題。」印度的一名高級軍官這樣說道。
有關中印邊境的最新情況，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在2021年12月2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
曾介紹稱，目前中印邊境局勢總體平穩。

中印邊境士兵互贈糖果賀新年

特首監誓 香港立法會90議員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香港

特區政府3日為第七屆立法會議員舉行宣誓儀式，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監誓人。這是香港特
區立法會議員首次在國徽下宣誓，也是香港特區立
法會議員宣誓儀式首次引入奏唱國歌環節。
當天的宣誓儀式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

會議廳懸掛着國徽，在主席台上還擺放了國旗和區
旗。宣誓前，議員們迎接負責監誓的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然後面向國旗和區旗、同唱國歌。在林鄭
月娥監誓下，議員們逐一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宣誓須

知》，議員必須按照預先選擇的版本及語言，讀
出誓言或誓詞內的字句。宣誓儀式上，大部分議
員以粵語宣誓，也有議員以普通話和英語宣誓。
下午，林鄭月娥確定全體議員宣誓有效。

下周一將選新任主席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

例》已於2021年5月21日刊憲生效。該條例修訂
若干法例，指明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士為立法會
議員宣誓的監誓人。宣誓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
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
據悉，第七屆立法會任期自2022年1月1日開

始，任期4年。本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在1月12日舉
行，而在1月10日將選出新任立法會主席。

大灣區之聲熱評

習近平主席二〇二二年新年
賀詞指出，祖國一直牽掛着香
港、澳門的繁榮穩定。新年第
一天，「元旦京港澳天宮對
話」活動成功舉辦，生動詮釋
了祖國對港澳的絲絲牽掛、深
情厚愛。港澳青年與在浩瀚太
空「出差」的三位宇航員連線
交流，深受鼓舞與激勵，更加
堅定了不負祖國、不負時代、
不負韶華，與祖國同胞攜手共
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信心與
決心。
廣大港澳同胞不會忘記，剛
剛過去的2021年，正是在中
央的堅強領導下，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得到完善，選舉委員會
和立法會選舉相繼成功舉行，
法治得以彰顯，市民權利獲得
充分保障，社會恢復穩定，經
濟企穩向好，香港在由治及興
的光明大道上蹄疾步穩、砥礪
前行。澳門特區編制了第二個
五年規劃，順利產生了第七屆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進一步健全完
善，民生建設有序推進，澳門
各項事業穩步向前發展。這一
年，「前海方案」「橫琴方
案」等一系列惠港惠澳利民政
策的出台實施，為香港澳門經
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能。背
靠偉大祖國，港澳交出了一份
亮麗的年度答卷。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展望
新的一年，業已實現由亂轉治
的香港，將凝心聚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以如日方升的
姿態迎接回歸祖國25周年重
要歷史時刻的到來。澳門將統
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工作，推動經濟穩定復甦，
加快經濟適度多元……欣欣向
榮的景象讓我們完全有理由相
信，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的新征程中，港澳定能不負
祖國牽掛，不負時代重託，在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
自身更好發展，在「一國兩
制」正確軌道上昂首闊步，與
祖國內地攜手向前，共創中華
民族美好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
辦）發言人1月3日發表談話指出，在香港發
展的新階段，相信新一屆立法會能够按照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職權履職盡責，為維護香港整體
和長遠利益作出積極貢獻。
發言人指出，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首次

懸掛國徽，體現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的法律地位，是「愛國者治港」原則在立
法機關得以推進落實的寫照。

發言人強調，當前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
大轉折，正處於走向良政善治的開篇布局時
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任務十分繁重，長時間
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外部環境
的快速變化和競爭加劇需要應對，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和發揮國內國際雙循環橋樑作用的歷史
機遇需要牢牢把握。期待所有議員不改初心，
堅守為民服務的承諾，在行政長官帶領下，與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合力解決突出
的經濟民生問題，積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聯辦：期待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

港澳辦：冀新一屆立法會展新貌開新局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發言人3日發表談話，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表示祝賀，希望
議員們依法履職，擔當盡責，服務香港、貢獻
國家，樹新風、展新貌、開新局，以工作實效
取信於民。
發言人表示，立法會全體議員要愛國愛港，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憲
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當好「一國兩
制」的守護者；要勇於擔當、積極作為，維護香
港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努力回應社會發展新

要求和廣大市民新期待，當好民意代表者；要精
誠團結合作、理性務實議政，有力破解影響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突出問題，當好良政
善治的推動者；要引領香港社會各界加深對國家
的認識和認同，加強與祖國內地的交流合作，當
好融合發展的促進者。
發言人表示，只要堅定走符合香港實際的民

主發展道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就一
定能凝聚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推動經濟、政
治、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不斷開創香港更
加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繼與《蘋果
日報》關係密切的煽暴網媒《立場新聞》停
運後，再有「黃媒」宣布停運。網媒《眾新
聞》2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及IG上發帖宣
布，將於今日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並
將於一段時間後關閉。
《眾新聞》2日在facebook及IG上發帖，
稱當日是《眾新聞》成立5周年，但決定要
跟大家告別。該帖文中提到，《眾新聞》在
資源「極度緊絀」的情況下作新聞報道，稱
自己「從來沒有忘記初心」，但認為過去兩
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
他們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理念」，
故宣布將於1月4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
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
另外，去年10月才宣布與《眾新聞》合作
推出「眾聲集」等紀錄片及訪談等節目的
「眾聲號」，當時亦有鼓勵網民訂閱《眾新
聞》。事隔不足3個月，2日晚亦在社交平台
發文稱基於《眾新聞》停止營運，「眾聲
號」兩個在《眾新聞》平台播放的節目也會
即時停止製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眾新
聞》曾刊出以偏頗手法解讀官員回答提問的
報道。去年10月8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
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記者會上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解說，其間有記者問有
關立法會否「以言入罪」，鄧炳強清楚解釋
犯罪需有行為和意圖的元素，並有充分證
據，及律政司詳細研究後才作出檢控。惟
《眾新聞》其後報道稱保安局局長「拒絕保
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不以言入罪」，保
安局其後對其誤導性報道深表遺憾。
另外，《眾新聞》又與《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等媒體互相呼應，如今走到窮
途末路，完全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700700餘噸橡膠近日下午從萬象出發餘噸橡膠近日下午從萬象出發
運往昆明運往昆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出行便捷高效，深受旅客青睞。中老鐵路
開通運營後，老撾開啟鐵路運輸新紀

元，中國的普洱、西雙版納也結束了不通鐵
路的歷史。中老鐵路列車安全、綠色、高
效、便捷，成為沿線民眾出行的首選，旅客
發送量強勁增長。

激活沿線旅遊經濟
國內段每天開行動車組列車最高達31.5

對，平均每30分鐘左右開行一趟，單日發送
旅客由開通時的1.9萬人次增至最高3.3萬人
次，累計發送旅客62萬人次；國外段旅客乘
坐「瀾滄號」出行的需求十分旺盛，周末和
節假日客流火爆，單日發送旅客由開通時的
1,000人次增至最高2,600多人次，累計發送
旅客5萬人次。
此外，在元旦假期還加開萬象至磨丁動車

組列車1對，滿足老撾民眾節日出行需求。中
老鐵路有力激活了沿線旅遊經濟，吸引大量
遊客乘坐火車前往各大景點觀光，普洱、西
雙版納旅遊訂單環比分別增長 92.4%和
59.9%。

10餘省市開行至老撾列車
中老鐵路在中國和東盟間構建起一條便捷

物流通道，昆明至萬象貨物列車全程最快僅
需30小時，運輸時間和成本較公路大幅壓
縮。中老鐵路開通以來，累計開行貨物列車
380列，發送貨物17萬噸，其中國際貨物列

車70列，發送貨物超過5萬噸。山東、浙
江、重慶、江蘇、廣東等10餘個省市經中老
鐵路相繼開行至老撾萬象等城市的國際貨物
列車，單日開行的國際貨物列車最高時達6
列。
另外，貨物品類也在不斷增加。從開通初

期的橡膠、化肥、百貨擴展至電子、光伏、
通信、汽車、紡織、蔬菜、鮮花等產品。隨
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正式生效，中老鐵路貨運量將穩步增長。
強化運維管理，保障安全暢通。中國鐵路

昆明局集團有限公司和老中鐵路公司採取有
力措施，強化設備設施檢查，加大安全管理
力度，切實運營好、維護好中老鐵路，保障
中老鐵路國際運輸通道安全暢通。

運輸效率穩步提升
嚴格按照屬地政府要求落實疫情防控措

施，加強旅客進出站測溫和站車通風消毒，
設置隔離席位，強化職工自身防護，營造健
康安全出行環境。在國內段配置掃碼測溫一
體機，提高旅客健康信息核驗和進站速度，
減少排隊等候時間。堅持以客戶需求為導
向，為企業貨主量身定制物流解決方案，優
化調整鐵路箱出境和集裝箱空重聯運運價政
策，降低全程物流成本。依託95306數字口
岸系統，積極推行國際聯運無紙化通關，提
高口岸便利化水平，強化裝卸車組織和貨物
列車運行盯控，運輸效率穩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網報道，2022年首列中
歐班列「長滿歐」3日凌晨滿載100標箱貨物駛
往德國紐倫堡。這批貨物包括汽車零部件、機
械設備、電子產品等，預計十餘天後抵達。

去年承運貨值逾30億元
中歐班列「長滿歐」2015年正式開行，截至

2021年底，共承運貨物約6.77萬標箱，貨值約

2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2021年承運
貨物9,712標箱，貨值約31.42億元，吉林省貨
物佔比42%，發運箱量高於上年。吉林省另一
條中歐班列「長琿歐」2021年開行後，承運出
口貨物1624標箱，貨值約3.73億元。
作為中國重要的工業大省和農業大省，吉林
省在汽車產業及農產品加工業方面有較好基
礎，出口商品也以機電產品、農產品、汽車零

部件等為主。過去幾年，中歐班列的成功運行
為吉林省外向型經濟發展貢獻了不小力量。
吉林省中歐班列運營方、長春國際陸港發展
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新的一年，他們將
重點服務吉林省汽車產業發展，助力本地企業
深度參與國際產能合作，並擴大糧食等大宗商
品進口規模，延伸保稅加工業務，服務於中國
東北三省乃至東北亞地區。

長春中歐班列新年首發德國

網媒《眾新聞》停運
曾刊偏頗誤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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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11月月11日日，，中印士兵在邊境中印士兵在邊境
互致問候互致問候、、交換糖果交換糖果。。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完成宣誓後合照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完成宣誓後合照。。 中通社中通社

●●民眾在位於雲南省景洪市的西雙版民眾在位於雲南省景洪市的西雙版
納站登車納站登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老鐵路客貨運輸兩旺中老鐵路客貨運輸兩旺。。1212月月1313日日，，
中老鐵路中老鐵路（（義烏—萬象義烏—萬象））國際貨運列車準備國際貨運列車準備
從鐵路義烏西站發車從鐵路義烏西站發車。。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33日為立法會議員舉行宣日為立法會議員舉行宣
誓儀式誓儀式，，林鄭月娥任監誓人林鄭月娥任監誓人。。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