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茜婷、

王添翼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
開幕已進入倒計時，目前，北京
市「兩會」各項安保工作已進入
實戰狀態，共計70餘萬人參與安
保。本報記者「兵分兩路」，分
別走訪天安門廣場、北京西站和
部分兩會代表委員駐地，發現這
些標誌性地段均增加了警力，提
升安保系數。除調動警力外，北
京市亦組織動員區巡防、保安等
力量，形成警民結合、組織嚴密
的安保防控網絡。

天安門廣場便衣警察增多
記者昨天（29日）在天安門廣

場發現，在廣場進出口處的安檢
站，安檢人員比平常有所增加，
據記者粗略計算，整個天安門廣
場上，約有10餘輛北京安保警車
在執勤。
一位多年在廣場上為遊客拍照

的師傅告訴記者，這幾天，他並

未明顯感到安保人員大量增加，
但憑借多年在天安門廣場工作的
經驗，他說：「倒是增加了很多
他看 面生的便衣警察。」
此外，29日迎來大量參會代表

的北京西站，同樣於前日提高了
安保級別，記者在北京西站的廣
場上看到，特警部門在此設置了
臨時指揮所，各進、出站口前安
檢亦較往常更為嚴格。

特警人員兩會駐地「紮營」
隨後，記者前往位於北京西站

附近的兩會駐地——鐵道大廈，

恰好遇到列隊入駐的武警官兵，
而全副武裝的特警人員，已於更
早前在酒店門口「安營紮寨」，
加上酒店的內部保安，進入該大
廈最少需「突破」三道防線。
據悉，就確保「兩會」安保問

題，北京市相關部門多次召開專
題會議，並進行部署。隨 全國
「兩會」即將舉行，北京警方加
強街頭巡邏盤查力度，並組織動
員了73.9萬人的社區巡防、保安
等力量，形成警民結合、組織嚴
密的安保防控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對於美國成立貿易執

法中心，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

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

此舉矛頭直指中國，原因除其希

望再次挽救日益沒落的製造業

外，更有 政治意義。但美國製

造業沉 久治不癒關鍵在其自身，美過多

強化外貿爭端，無益於美國經濟和就業，

此舉只會再次加大中美貿易摩擦，不利於

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

美推「再工業化」圖脫危機
梅新育表示，奧巴馬宣佈設立貿易執法

中心的國情咨文中5次提及中國，且聲稱

此新部門將負責調查中國等國的「不公平

貿易」做法，可以肯定美國此舉矛頭直指

中國。

梅新育稱，次貸危機後，美國又提出了

力推「再工業化」的計劃，即通過國內製

造業的重新發展，希望通過外包到海外的

製造業生產環節的回流推動本國經濟盡快

擺脫危機。同時，今年又正值大選年，奧

巴馬和美國決策層做出如此決策，並不奇

怪，因為，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大

選年從來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綁架決策者的

最佳時機。

強化外貿爭端無助美經濟
梅新育進一步指出，美國製造業沉 久治不

癒，關鍵在於其自身問題，過多地強化對外貿易

爭端，對美國經濟和就業並不能帶來任何實際好

處，反而會使得其國內產業更加缺乏增強自身競

爭力的動力。事實上，這並非美國第一次對中國

加強貿易保護措施。早在2006年中國入世4周年

之際，美國貿易代表署發佈《美中貿易關係：進

入更大責任和執法新階段》報告，宣佈在該署內

部組建對華執法特別工作組，該工作組主要任務

是準備和辦理與中國的潛在世貿組織規則糾紛，

這並未能阻止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和美國製造業的

相對沒落。因此，有理由相信，美國是次新設立

的貿易執法部門同樣無法達到其設立的本意。

但梅新育亦表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成立

該機構必將會加大中美貿易摩擦，同時，奧巴馬

為加大自己連任的勝算，亦會採取多種針對中國

的措施，必將再次阻礙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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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發佈
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部署加強大氣污染
綜合防治重點工作。新標準中增加了細顆粒物
(PM2.5)和臭氧(O3)8小時濃度限值監測指標。

2015年覆蓋地級以上城市
據悉，會議要求2012年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

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PM2.5與臭
氧等項目監測，2013年在113個環境保護重點城市和
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開展監測，2015年覆蓋所有
地級以上城市。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污染物排放總量依然較大，
區域性大氣污染問題仍很突出，大氣環境形勢嚴
峻。故要以更大的決心、更高的標準、更有力的措
施，切實加強大氣污染綜合防治，推動空氣質量持
續改善。一要加快淘汰電力、鋼鐵、建材、有色、
石化、化工等行業的落後產能；二要提高環境准入
門檻；三要深化污染減排；四要突出抓好機動車污
染防治，提高車用燃油品質與機動車排放標準；五
要加強協同防控。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
點區域，實施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建立極端氣象條
件下大氣污染預警體系。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公眾特別關心空氣質量問題，
特別是關於PM2.5的問題，國務院常務會此番通過上
述標準，正表明了政府對公眾所關心問題的重視。

專家：國務院發佈增約束力
他指出，事實上，按照法律規定，環境質量和污

染物排放標準，可以由國務院授權環境保護行政主
管部門來制定和發佈，但此次卻上升為由國務院通
過發佈，這一方面表明政府對改善空氣質量的重
視，另一方面也說明政府意在提高該標準的重要性
和強制力。由國務院通過和發佈，可以強化其約束
力和影響力。

PM2.5正式納國家空氣監測指標

南京文化交流團取消訪日
兩會駐地 安保明顯加強

美設貿易執法中心 劍指中國
專家稱雙方貿易摩擦勢加劇 無助解決不平衡問題

據悉，該中心隸屬美國貿易辦公室，
將協調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

農業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家情
報總監辦公室等部門的貿易執法活動，
中心主任由貿易代表指派貿易辦公室官
員擔任，副主任由商務部長指派商務部
官員擔任。

美將增人手 對華「核查」
今年1月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奧巴

馬宣佈創建貿易執法中心，負責調查別
國不公平貿易做法，以促進出口並提高
美國企業競爭力。在國情咨文中，奧巴
馬還公開將中國等國列為貿易執法中心
的調查對象，提交政府預算時，也提出
準備在中國增加人手「核查」中美貿
易，這些舉動令外界猜測奧巴馬是否想
借成立貿易執法中心與中國展開貿易
戰。
儘管美國政府否認此舉意在中國，美

國國務院負責APEC事務的高級官員柯雷
蒙並強調，成立貿易執法中心是強化美
國在推行市場開放方面的能力，為美國
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環境，保障在國際貿
易規則下美國貿易權利的實施和國內貿
易法律的執行。但業界普遍認為此舉將
導致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

經濟結構異致貿易失衡
對於美國頻頻挑起中美貿易爭端，中

國相關專家指出，中國的貿易順差為最
重要因素。然而事實上，中國商務部一
直通過擴大進口來縮小貿易順差。數據
顯示，2011年中國貿易順差從2010年的
1,845億美元收窄至1,551億美元，創下3
年來的新低。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尹翔碩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美貿易不平衡主
要原因在於雙方經濟結構存在差異，美
國做研發多，做加工貿易少，而中國經

濟結構主要以物質生產製造業為主。中
國希望從美國進口更多高技術產品，但
美國卻始終對中國沒有開放高科技產品
的出口，特別是對軍用和軍民兩用品的
出口有限，這也是中國對美國貿易產生
順差的原因。

順差在中國利潤卻在美
此外，儘管順差在中國，但利潤卻在

美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指出，從利益
流向看，在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為投

資主導的今天，加工貿易形成的順差是
各國名義上的順差，真正的利益不在順
差國家，更多是在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所
在地，子公司在中國加工賺取的利潤，
成為其母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

員梅新育表示，美國此舉只會導致中美
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無益於解決兩國
貿易不平衡問題，也必將阻礙中美關係
的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28日簽署行

政命令，正式成立貿易執法中心，該機構將針對別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展開調查，外界普遍認為，美國此舉矛頭直指中國，或再次與中國展開

貿易戰。對此，有專家表示，中國貿易順差為美國頻頻挑起中美貿易爭

端原因，但事實上，由於經濟結構差異和不對等貿易等原因，順差在中

國，利潤卻在美國，美國此舉只會導致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不利

於解決兩國貿易不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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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南京市政府近日
取消了一個文化交流團到訪愛知縣的計劃。這個30人的
代表團原計劃在今年4月到訪名古屋和愛知縣進行書法
交流活動。
據報道，愛知縣日中友好協會稱，該協會接到了來自

南京的通知，被告知取消原定4月實施的中日書法交流
活動。該協會稱，南京市於本月26日給協會發來電子郵
件稱：「雖然很遺憾，但是因為河村市長的發言，我們
決定終止交流」。

中方敦促日方
停止爭議海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29日在北京表示，中方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在東海爭議
海域進行單方面調查活動，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
係大局。
據報道，中方船隻28日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廳測量船

「拓洋」號停止在中日爭議海域的調查活動。日方則稱
測量船是在本國專屬經濟區內執行任務，並已通過官方
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議。
洪磊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提問時強調，中

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和一致的，中方對日方不
顧中方反對，一再在東海爭議海域進行單方面調查活動
表示不滿，已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有關舉動，避免損害中
方權益，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對於新疆喀什葉城縣發生暴力恐襲案
件，造成13名無辜民眾遇害。全國政
協委員、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何星亮
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新疆整體形勢
穩定，該案有一定偶發性，希望民眾
不要過度猜測也不要過度恐慌。

7暴力恐怖分子遭當場擊斃
據天山網29日報道，28日下午6時

許，在新疆葉城縣縣城幸福路步行
街，9名暴力恐怖分子突然衝向人群，
持刀砍殺無辜群眾，造成13名無辜群
眾遇害，多人受傷。當地公安幹警當
場擊斃7名暴力恐怖分子，抓獲2名。

目前，善後救治和案件偵查工作正在
進行中。

專家：事件有一定偶然性
何星亮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這

樣的案件在新疆發生沒有必要大驚小
怪，也並不意味 會爆發很大的動
亂，民眾和輿論界也不要因此太過緊
張，也不要妄自猜測過度恐慌。他
說，發生這樣的事情與即將召開的全
國「兩會」也沒有直接關係。
何星亮表示，新疆形勢目前整體還

是處於平穩狀態，大多數民眾並不存
在「獨立」意識，也希望新疆穩定。
他說，短時間內新疆依然會處於穩

定，不會發生什麼大的動亂。
新疆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副研究員吐

爾文江接受媒體採訪時分析，民眾不
應把此案件視為今年惡劣事件頻發的
標誌，目前「三股勢力」的組織構
架、能力還沒有達到隨心所欲的程
度，不可能想滋事就能成。這起事件
帶有一定偶然性。

外交部斥暴力恐襲行徑
另據外電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29日強烈譴責暴力恐襲行徑，指
暴力恐怖分子對無辜群眾下黑手，殘
殺數名群眾，令人髮指。他指出，
「世維會」事後立即宣稱暴徒殺害了多
名中國警察，事件背後由誰指使已很
清楚，當局會對黑手倍加警惕，不讓
行動破壞新疆發展大局。

新疆喀什暴力案 13民眾遇害

香港文

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
道，一位
名叫姜華
的北京女
子在巴基
斯坦白沙
瓦遇害身
亡。據可靠消息，姜華1971年出生，是持旅遊
簽證前往巴基斯坦的。
外電報道，巴基斯坦警方2月28日表示，1名

中國女子28日在巴城市白沙瓦遭槍殺，一同遇
害的還有該女子的一名男同伴。遇害者在當地
市場遭1名騎摩托車的槍手襲擊。槍手射殺2人
之後逃逸。這起槍擊事件的動機暫時不明。

中方促巴方全力緝兇
外電援引當地警員的話說：「遇害者是一名

持有巴基斯坦身份證的男子和一名持有中國護
照的女子。」據悉，那名巴基斯坦男子是大學
生，利用假期做中國女子的翻譯。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9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針對1名女性中國公
民28日在巴基斯坦遭槍擊身亡一事，外交部對

此高度重視。獲悉後，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即啟動應急
機制，並已連夜派人赴事發地協助善後，同時要求巴方
全力緝拿兇手，嚴懲肇事者，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強
對中國在巴基斯坦機構和公民的安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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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槍武警昨天在新疆葉城縣幸福路步行街

入口處執行警戒任務。 中新社

■被槍殺的中國女子。網上圖片 ■特警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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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添翼 攝

■國務院常務會議29日同意發佈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

準》。圖為2月28日北京街頭建築物被籠罩在霧霾中。 中新社

■網上一幅諷刺美國設立貿易執法機構的漫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