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法制晚報》報道，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
2010-2011年度，外國留學生僅向美國大學支付的學費
就高達143億美元。再加上生活上的各種花費，留學生
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總值高達202億美元。
美國商務部的數據沒有單獨列出中國留學生在這筆

資金中所佔的份額，但15.7萬名中國留學生已佔到了全
部在美留學生總數的近22%，估計中國留學生為美國
經濟做出的貢獻，至少在44億美元以上。

替美國大學帶來不菲收入
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稱，中國留學生對美國大

學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有 良好的教育背
景，往往遊歷甚廣，豐富了生源的多樣性，也給大學
帶來了更廣闊的視野。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留學生
很少佔用美國的教育經費，反而會給大學帶來不少的
收入。
《紐約時報》也指出，中國留學生大多來自中國迅

速崛起的富裕階層，他們負擔得起全額學費，這對於
近年來預算緊縮的美國大學有如「天降甘霖」。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半美國大學正在增加投

資、增派人手來招收留學生，不少州政府也樂得讓手
下的大學多賺「外快」。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家協會的統

計，這是一個高達200億美元的巨大市場。

資料造假赴美後學習困難
《紐約時報》就指出，中國赴美留學人數的爆炸式

增長中，也暗藏了不少造假行為。報道稱，美國學校
急於加強多元性和擴展國際影響力，因此爭先恐後地
到中國招生；而中國學生則因高考競爭激烈，再加上
招生中介把美國的大學教育吹得天花亂墜，使他們熱
切盼望到美國上大學。
然而，近年來美國大學屢屢發現中國學生的申請資

料廣泛造假，包括論文找人捉刀、找槍手代考托福英
文能力測驗等。由於對中國市場不熟悉，美國學校很
難分辨真正優秀和有問題的申請人。
報道稱，很大一部分通過中介協助申請學校的中國

學生英語能力有限，很難跟得上課程。一些美國大學
的教授表示，他們不得不通過調整教學方式來使中國
留學生適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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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學年耗44億美元
去年近百萬人放棄高考 留學生趨低齡化

意擬予粵人3年多程簽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通

訊員 韋磊 佛山報道）12月4日，全
國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與加強和
創新社會管理研討會在佛山閉幕。
記者從研討會上獲悉，最高人民檢
察院公佈制定完成的《關於充分發
揮職務犯罪職能參與加強和創新社
會管理的十條措施》，全面加強預防
和打擊職務犯罪的力度，要求把加
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作為當前和今後
一個時期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
出發點、 力點和落腳點，在解決
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源頭性突出問
題上下功夫。
這十條措施內容包括，把加強和

創新社會管理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 力點；
加大預防危害民生民利職務犯罪的
力度；積極探索在非公有制經濟組
織和社會組織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
作；推進中介組織預防職務犯罪工
作；積極開展基層社會組織預防職
務犯罪工作；創新社會廉潔准入管
理機制；加強法治文化、廉潔文化
建設；全面實行懲治和預防職務犯
罪年度報告制度；積極探索，勇於
創新，不斷拓展預防工作參與社會
管理創新的方法途徑；加強和完善
預防職務犯罪社會化工作機制。

列明年工作重中之重
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

負責人介紹，這十條措施是檢察機
關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深入貫徹落實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和創新
社會管理的意見》和高檢院《關於
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積極參與和創新
社會管理創新的意見》的重要措
施，也是明年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
重中之重，核心要求是把加強和創
新社會管理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出發點、 力點和落
腳點，充分發揮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職能作
用，在解決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源頭性突出問題
上下功夫。

香港文匯報訊　資料顯示，去年放棄高考的應屆中學畢業生近100萬人，隨 留學熱愈演

愈烈，留學生這個群體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最新統計顯示，中國留學生一年為美國經

濟至少貢獻了44億美元；而中國的留學生也出現了越來越低齡的趨勢，內地中

學紛紛開設專門的「出國班」，參加「美國高考」SAT的中國學生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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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廣網4日電 據中國之聲
報道，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
室透露，近期網上流傳的所謂
「新疆籍愛滋病人通過滴血食物
傳播病毒」等資訊，已經有關
部門查明均屬謠言。

鄭州拘編造散佈謠言者
經查，「新疆籍愛滋病人通

過滴血食物傳播病毒」資訊是
河南省洛陽市一李姓男子故意
編造並通過手機短信散佈傳播
的，鄭州市某公司女職員戚某
將收到的手機短信謠言轉發到
QQ群後在網際網路上擴散，李
某和戚某及其他編造和傳播謠
言者現已被公安部門依法予以
治安拘留處罰。
近一段時間網上流傳的所謂

「武漢大三女生求職時被割

腎」、「玉溪將發生8.6級大地
震」、「黔西部分鄉鎮兒童被搶
劫盜腎」、「海南支教女學生被
灌醉輪姦」等資訊，經查證也
均屬編造，有關部門正在追查
編造謠言者的責任，並將依法
予以懲處。
該辦有關負責人指出，在網

際網路上編造和傳播謠言者是
破壞網路資訊傳播正常秩序、
損害社會公共環境的「害群之
馬」，廣大群眾對此深惡痛絕。
網際網路絕不是「真空地帶」，
任何網際網路的運營者和使用
者，既有使用和參與網際網路
資訊傳播的權利，也有遵守網
際網路有關法律法規、維護網
路環境的義務。對於在網上編
造謠言、傳播謠言的行為，必
須予以譴責並依法懲處。

香港文匯報訊 波音787是
波音公司1990年啟動波音777
計劃後，14年來推出的首款全
新機型，也被業內稱為夢想飛
機，而環球巡展首站選定中
國，顯示出波音公司對於中國
的重視。787夢想飛機昨天(4
日)全球首飛，首飛的第一站
選擇在了中國，4日中午11時
抵達北京首都機場。

顯示波音對華重視
據中國之聲報道，金融危機

之後，全球航空市場進一步惡
化，在歐美地區尤為明顯，業
內認為亞洲航空市場已經成為
兵家必爭之地，而中國巨大的
市場潛力無疑也是被航空巨頭
們所看中的。在今年的10月14
日，中國南方航空公司高調地
接收了首架A380，作為與最大
競爭對手空客競爭的最有利武
器，波音公司肯定希望787能
夠成為打開中國市場的武器，
而環球旅行首個目的地定在了

中國，無疑是可以顯示出波音
公司對於中國的重視。

圖挽東航退訂影響
此外，前不久，中國東方航

空公司取消24架波音787訂
單。當時業內普遍認為，東航
取消訂單是因為對波音公司
787一再延期交付的不滿，而
在11月24日美國政府一份調查
報告指出了787材料上的一些
隱患，這更引起了不少已預訂
了787的中國內地航空公司的
重視，技術上的缺陷和787的
延遲交付，讓波音公司不得不
去面對失去大客戶的情況，所
以也有不少觀點認為，波音公
司高調選擇中國作為787的巡
展首站，試圖藉此來消除東航
退訂的影響，擴大787在中國
的認可度。
787夢想飛機抵達北京機場

後，將停留兩天，6日飛離北
京往廣州，在廣州有3天的時
間展示，9日飛往海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11月
30日至12月2日，意大利駐華大使嚴農祺上任後
第一次官方訪問廣東，行程主要是與廣東省委書
記汪洋會見、與本地意大利機構和企業代表見
面、到華南理工大學介紹意大利與中國大學的合
作項目。周五，他接受《南都》獨家專訪時表
示，意大利正打算為中國人尤其是廣東人提供2
至3年多次往返簽證。
自2007年以來，意大利駐廣州總領館發放的簽

證增長了三倍（今年預計將達到4萬份）。過半出
國遊旅客來自廣東，而意大利是他們在歐洲最喜
歡去的國家。嚴農祺說，近期還將開展名為「旅
遊」的專門項目，涉及4個意大利省。
嚴農祺說，我們打算為中國人，尤其是廣東

人，提供2-3年多次往返簽證，而且手續也進一
步簡化了。不僅是留學，我們也會增加旅遊簽證
的發放數量。

據中新社4日電 針對美對華太陽能電池雙反
案作出的損害初裁結果，國家商務部進出口公平
貿易局負責人發表談話稱，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本
月2日在無充分證據表明美國內產業存在損害的
情況下，不顧中國產業的抗辯意見以及美國內產
業及其他利害關係方的強烈反對，作出不符事實
的初裁決定，凸顯美強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中
方對此深表憂慮。
該負責人說，希望美方能夠客觀分析在該產業

領域美國部分企業競爭力不足的真正原因，避免
濫用貿易救濟措施而影響雙邊正常貿易，以及雙
方企業在新能源領域的互利合作。

對華太陽能電池雙反案
商務部：美初裁不符事實

據中新社4日電 從沙特吉達出發的最後一架
中國朝覲包機4日安全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至此，2011年度中國朝覲人員全部平安返回祖
國。當天乘包機回國的324名朝覲人員來自內地
多個省區市。據了解，今年，中國共有13,700餘
名穆斯林群眾赴沙特朝覲。

赴沙特朝覲者平安歸國

■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網路有關負責人指出，在網上造謠、傳播謠言，必予依法懲處。圖為內地
網民上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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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
《濱海時報》報道，
記者從天津濱海旅遊
區管委會獲悉，作為
新區首家國家4A級景
區的濱海航母主題公
園日前年收入順利突
破億元大關，提前完
成全年經營指標。
據了解，今年以

來，旅遊區航母主題
公園以表演拓寬市
場，將靜態參觀與動
態表演充分結合，深
度挖掘航母文化內
涵。特別是世博會天津館復建館正式對外
開業後，吸引了全國各地遊客的目光。今
年年底前，航母酒店及148套客房改造項目
預計也將竣工，明年航母主題公園還將計
劃把「反擊風暴」實景海戰表演進一步全
面升級，並正式更名為「航母風暴」，努力
使航母經營業績再創新高。

此外，濱海旅遊區其他項目也正在緊鑼
密鼓建設中，如全球最高的媽祖像將於年
底建成，歐亞風情商業街、貝殼堤公園等
項目正在建設中，同時寶龍歐洲城、海斯
比遊艇等10個重點項目正抓緊落實規劃、
配套等事宜，未來兩年相繼建成完工後，
將進一步帶旺旅遊區的人氣。

濱海航母公園收入過億

濱海一站式服務中小科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11

月25日，服務新區中小企業的濱海新區科
技型中小企業IT服務平台正式啟動。該平
台可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一站式的IT服
務，可以幫助中小企業優化組織結構，降
低服務建設成本，提升企業的市場把握力
和產品的創新力。
據介紹，該平台由濱海新區科學技術委

員會支持，新區企業東軟集團負責實施建

設。平台整合了軟件運營、網站建設與維
護、互聯網數據中心、企業聯絡以及企業
信息互動等內容，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低
成本、專業化、一站式的服務。目前，該
項目已經成為新區實施「科技小巨人」成
長計劃的重點支持項目。目前新區經過認
定的中小型科技企業達到6,589家，預計到
「十二五」末期將達到15,0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