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北京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東南亞問題專家楊保筠昨

天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柬聯合聲明不僅

是中國和柬埔寨王國雙邊關係進一步友好發展的

標誌，而且，它表明了兩國對於發展與穩定中國

與東盟的關係、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有 共

同的良好願望，充分體現了兩國維護地區和平穩

定的善意與努力。

楊保筠說，聯合聲明發表在第20屆東盟峰會前

夜，時機與分寸把握適當。聯合聲明的作用與意義重

大，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層面：

聯合聲明必將推動良好雙邊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聯合

聲明站在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高度推動雙邊關係進

入新的歷史時期，它必將是兩國關係的又一個重要里程

碑。

在雙邊關係基礎之上，聯合聲明又共同表達了推動中

國與東盟關係的良好發展的態度。兩國達成共識，地區

的矛盾應該在中國與東盟十國關係的框架下討論，反對

將問題國際化、複雜化，柬埔寨作為今年東盟輪值主席

國，公開表達這樣的態度，具有示範意義。

在中國與東盟的框架下，「內部」討論南海問題，才

有利於問題的緩和與解決，才能真正使南海成為中國與

東盟國家之間的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中柬

兩國的聲明，對外釋放出了努力維護地區穩定的善意。

東盟峰會將於4月3－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來自東

盟10國的領導人將出席會議。之前有消息說，有的國家

提出要在峰會上將南海問題作為專門議題討論，這顯然

有將問題擴大化、尖銳化、複雜化的風險。柬埔寨作為

第20屆東盟峰會的舉辦國，對於一些議題的安排，會做

出與聯合聲明一致的考慮，此次，南海問題應該不會成

為峰會專門議題。

從總體態度上分析，柬埔寨自身基本不直接涉及南海利益與紛

爭，它的態度是中立的、緩和的。但努力維護南海與整個東盟地

區的和平穩定，又都是中柬兩國的努力方向。兩國因為有良好的

雙邊關係，有利於增加兩國在重大問題上的共識，而增大共識又

反過來會推動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合作，這是一種良性的對外

交往模式。對於中柬兩國的聯合聲明，正是因為分寸與態度都把

握較好，所以，即便是面對有紛爭、利益關係複雜的問題，國際

社會也能理解與認同，至今天未聽到任何雜音。「因為，這實在

是一個真正有利於雙邊關係發展、有利於地方和平穩定的原則與

聲明。」

當然，南海問題相當複雜，期望一紙聲明能解決很多矛盾並不

現實。楊保筠教授說，中國還需要做好各種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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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聯合聲明：共同維護南海和平
東盟峰會前夕 輪值主席國高調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 昨天，中國

和柬埔寨王國發表聯合聲明，宣佈雙方將大力推進

南海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使南海成

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

作之海。雙方還將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廣

泛合作，進一步提升經貿合作規模、質量和水平。

應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邀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3月30日至4月2日對柬埔寨王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

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
廣泛共識，訪問取得圓滿成功，推動中柬全面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邁上了新的台階，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兩國建戰略夥伴關係
在訪問結束之際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表示，將加緊制

定落實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動計劃，保持高層互訪、兩
黨領導人互訪、深化兩軍合作、深化兩國執法安全領域合
作、進一步擴大科教文衛生等各領域友好交流與合作，並進
一步加強在聯合國、亞歐會議等多邊論壇中的協調配合。柬
方重申繼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形式「台獨」，
中方支持柬方作為今年東盟輪值主席國為推動東亞合作所做
努力。雙方願密切配合，將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推向新
的高度，進一步加強在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等地
區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中的協調配合。
在南海問題上，兩國明確提出，中國和東盟國家應繼續遵

循《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宗旨和精神，充分發揮《指針》
等現有各機制的作用，推動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辦好年內舉辦的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10周年研討
會。《宣言》與《指針》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分別於2002年與
2011年簽訂的旨在維護南海穩定、增進互信和推進合作的政
治文件。

進一步深化經貿合作
這份聲明表示，在經貿合作領域，兩國將進一步提升合作

規模、質量和水平，將加強對雙方務實合作的統籌規劃，
2017年兩國貿易額將達到50億美元，在現有的25億美元基礎
上實現翻一番；將加強協調配合，抓緊落實現有經貿合作項
目；中方願提供力所能及的經濟援助，支持柬埔寨交通、能
源、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兩國探索新型合作模式，
中方積極支持有實力、信譽好的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農
業、工業、旅遊和合作區建設等重點領域與柬方加強合作。
雙方簽署了《中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合作文件。

梁田庚任西藏組織部長

《人民日報》：凝共識穩中求進
據中通社2日電 《人民日報》2日

刊發題為「統一思想凝共識穩中求進
謀發展」文章。
文章指出，3月29日、3月31日該報

先後在頭版刊發評論員文章《集中精
力把兩會精神貫徹好》、《牢牢把握
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文章強調，學
習貫徹兩會精神，開創改革發展新局
面，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八大，就
要更加自覺地與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
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上
頭腦清醒，在路線原則上立場堅定；
就要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突

出科學發展這個主題，貫穿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朝 既定的
目標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
評論員文章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

強烈反響，各地各部門黨委中心組紛
紛把文章作為重要學習材料。大家普
遍認為，文章擺事實講道理很有說服
力，有助於提振信心、凝聚共識，尤
其在當前社會上出現一些謠言、雜
音、噪音的敏感時期，文章準確體現
中央精神，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有利
於統一思想、堅定信心，發揮了穩定
人心、團結鼓勁的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
《西藏日報》報道，
4月1日上午，西藏
自治區黨委組織部
召開機關幹部大
會，宣佈該部主要
領導任職決定：梁
田庚(見圖)任自治區
黨委委員、常委和

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部長。
梁田庚是廣東茂港人，今年50歲，1976

年9月參加工作，1983年4月加入中共，研
究生學歷，農學博士；歷任農業部（農牧
漁業部）教育司、教育宣傳司、農業司科
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處

長，中組部研究室正處級調研員，全國國
企辦綜合組組長。
梁田庚1998年1月至1999年5月任貴州省

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此後又回農業
部任職，任人事勞動司副局級幹部、副司
長，2003年8月開始擔任司長，2008年4月
成為農業部黨組成員。
今年來，中共中央已經調整天津、海南、

重慶、寧夏、西藏五省區的組織部長，除海
南之外的其他四省區組織部長，均沿襲了異
地調任的做法；其中天津、海南、重慶、寧夏
四省區今年將迎來黨委換屆。
此番調整後，省級黨委組織部長群體再

增加傅興國、梁田庚、李秀領三名「60後」
博士，從而使得「60後」達10人之多。

軍隊反腐倡廉 頒布《實施辦法》
據中通社2日電 據《解放軍報》報道，

經軍委領導批准，總政治部、軍委紀委近
日印發了《〈軍隊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
若干規定〉實施辦法》。
2011年5月，中央軍委頒布實施了《軍

隊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規定》（簡
稱《廉政規定》）。《實施辦法》作為《廉
政規定》的重要配套法規，將《廉政規定》
的原則性要求進行了具體化，同時根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軍隊貫徹
執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補充
規定》和其他有關法規，明確了違反《廉

政規定》行為的黨紀處理依據和相關處理
辦法。
報道指出，《實施辦法》頒布施行，對

於增強《廉政規定》的操作性，保證《廉
政規定》正確貫徹和順利實施，進一步加
強軍隊反腐倡廉建設，保持軍隊黨組織和
幹部隊伍的純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總政治部、軍委紀委通知強調，各級黨

委、紀委和政治機關要充分認識貫徹實施
《廉政規定》和《實施辦法》的重要性，
認真學習，廣泛宣傳，嚴格執行。

華駐俄外交官墜樓傷
據俄新網2日電 莫斯科護法機關消息人

士2日向俄新社表示，中國駐俄羅斯大使
館外交官周日從位於4樓的莫斯科住宅窗
戶墜落後住院。

據消息人士指：「中國大使館外交官
在羅蒙諾索夫大街38號住院，他右側股
骨骨折，右肘關節脫臼。他告訴醫生他
從窗戶墜落。」

中國客橫掃韓世博海外門券

據中新網2日電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
道，下個月12日即將迎來麗水世博會的開
幕。自3月7日開始在海外出售以來，在總
共賣出的4萬5,000張入場券中，僅在中國
的銷售量就高達78%(35,000張)。1日，韓國

麗水世界博覽會組委會品牌營銷部職員們
聽到海外銷售情況時，露出了吃驚表情。
麗水世博會組織會入場券部部長羅洪采

(音)稱：「中國遊客對世博會的期待在總
體入場券銷售中起到重要作用。」
報道還指出，世博會紀念幣的銷售也體

現出中國遊客的威力。自3月12日開始預
售以來，中國遊客通過當地大型銷售活
動，購買了價值6億1,000萬韓圜的紀念
幣。這是紀念幣銷售總額(92億韓圜)的
6.5%。特別是面值為90萬韓圜的金幣，目
前賣出的530枚中有150枚(28%)被中國遊
客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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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2日電 記者從1日在
武漢召開的全國高新技術產業發
展及產業化工作會議上獲悉，今
年國家計劃再升級16家省級高新
區，如果升級工作順利完成，中
國國家級高新區總數將破百。
據介紹，今年是國家高新區建

設20周年。以中關村科技園、武
漢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為代
表的國家高新區，在增強高新技
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區域產
業集群培育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
效。
據科技部資料顯示，2011年，

88家國家高新區上報統計的企業
總計5.96萬家，實現營業總收入
13.16億元，工業總產值10.49億
元，工業增加值2.74億元，淨利
潤7,672億元，出口總額3,000億
美元，上繳稅額6,613億元。其
中，工業增加值佔同期全國第二
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12.4%，
再創歷史新高。高新區的經濟發
展速度超過第二產業總體的發展
速度。
科技部高新司司長趙玉海在會

上介紹，去年6月，經國務院批
准，上海紫竹、江蘇江陰、山東
臨沂、湖南益陽、四川自貢等5
個高新區實現升級。截至去年年
底，國家高新區總數已達88家。
今年高新區升級工作已進入徵求
意見階段。

日媒：河村言論令李克強取消訪日
據中通社2日電 據日經中文網報道，中

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4月訪問日本的計
劃被取消。中國政府方面表示目前還不具
備領導人訪日的環境。
據報道，李克強原本計劃出席將在日本

舉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紀念活動，

預計將改由文化部部長蔡武出席。
報道認為，此舉顯示，名古屋市長河村

隆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言論等對中日關係
造成了影響。
報道說，日本之前一直對李克強訪日計

劃抱有很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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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上午，正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向獨立紀念碑

獻花圈。 中新社

■中國政府積極參與援建吳哥古跡保護工程，1日，胡錦濤實地視察援建修復工作。圖為

胡錦濤在茶膠寺修復工作現場與工作人員親切交談。 新華社

■穩中求進成為當今中國發展總基調。圖為黑龍江省在西

部旱區大力發展旱田高效節水灌溉。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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