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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佈擱置調升政治委任官員薪酬

的建議。政府發言人解釋，在考慮公眾和立

法會的意見後，現屆政府在候任特首辦公室

同意下，決定擱置調升政治委任官員薪酬8.1%

的建議。候任特首梁振英表示，新一任政府

全體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將凍結在現今水

平。事實上，問責官員的加薪從來都是敏感

的政治問題。政治任命官員加入問責團隊，

不是為了高薪厚職，而是為了施展政治抱

負。候任特首同意問責官員凍薪，反映對民

意及社會脈搏的敏感，有利於在審議重組方

案以及未來施政上，得到更大的民意支持。

行政會議早前同意獨立委員會就問責官員

薪酬調整的建議，下屆局長的薪酬將在02年

的薪酬水平上增加8.1%。鑑於問責官員在2009

年本港遭受金融海嘯及流感雙重夾擊下，自

願減薪5.38%，再計及近幾年的通脹後，有關

加薪建議基本上是反映了社會的實際情況。

不過，問責官員加薪雖然有理，但在普羅市

民眼中，卻可能有不同看法。目前外圍經濟

極不明朗，歐債危機仍在發酵，美國經濟復

甦乏力，內地經濟也有減速趨勢；同時，近

年本港經濟持續增長，但不少市民的收入卻

未有因應經濟環境同步提高，反而飽受通脹

之苦，市民對於官員加薪自然有所保留。

應該看到，官員的加薪從來都是敏感的政

治問題。問責官員從事政治決策工作，對於

民意的向背必須更加敏感，加薪自然應考慮

到市民的看法。多名建制派議員於上周在與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飯局時，提出新一屆問

責官員不適宜調升薪酬，建議他們應先凍

薪，待中期檢討後再作考慮。現任政府及候

任特首在顧及經濟環境及公眾看法之後，果

斷擱置加薪建議，既是與市民共渡時艱，也

是尊重民意、體恤民情的表現。

候任特首同意擱置加薪，正體現出以民為

本的施政理念。一般來說，願意擔任問責官

員的人士，大都志不在薪酬，而是為了服務

社會，展現抱負。他們大多屬於業界精英，

在私人企業不難取得高薪厚職，正是由於政

治使命而進入「熱廚房」。因此，薪酬問題並

非他們關注的地方，相反，如何落實各項利

港利民政策，解決本港各種深層次矛盾才是

他們最重視的問題。候任特首在擱置加薪上

的表現，有利於在未來施政上得到更大的民

意支持。 (相關新聞刊A1版)

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邀請，俄羅斯總統普

京昨日起至7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上海

合作組織峰會。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總統之後的

首次訪華，對中俄關係發展意義重大深遠，必

將進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俄

中兩國軍事部門將保持密切聯繫，以保障亞太

地區的安全。這是對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威脅該

地區安全的有力回應，有利於促進國際戰略格

局的平衡。

普京在競選總統時曾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

太地區是俄羅斯外交最優先方向，而中國成為其

首輪出訪的獨聯體以外國家且停留時間最長，表

明對華關係在俄外交中佔有優先地位，「俄中關

係已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處於新的歷史起

點上」。當前，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正經歷複雜

而重大的調整，尤其是美國實施重返亞洲策略

後，中俄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受到日益緊逼的戰

略擠壓和遏制。在此背景下，普京高規格訪華，

目的正是要加強俄中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增進政

治互信，通過中俄全方位的高質量戰略協作，維

護本地區及全球的大國力量平衡。

昨日，普京在與胡錦濤結束會談後發表聲明

說，俄中兩國軍事部門將保持緊密聯繫以保障亞

太地區的安全。中俄一向強調，兩國加強包括軍

事在內的合作並不針對第三方，但此舉也表明雙

方在關係兩國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維

護，相互支持，能夠更有效地捍衛國家的主權和

尊嚴，促進國際戰略格局的平衡，突破霸權國家

的阻遏，成為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撐。

普京訪華的另一重要意義是加強兩國經濟的務

實合作，借助「中國風」鼓起俄羅斯「經濟之

帆」。普京再次執政的最大抱負就是要振興俄羅

斯，兌現「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的莊嚴承諾，而中國在普京實現強國戰略中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次普京訪華，隨行囊括了多

位內閣要員，以及石油、天然氣、金融等領域的

數十名工商界巨頭，將對中俄經貿關係前景、能

源合作等問題進行磋商。

中俄元首在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強調，兩國將在

聯合國、G20、金磚國家、上合組織、亞太經合

組織等國際和地區多邊機制中密切協作，共同應

對「三股勢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金融

危機等嚴峻挑戰。可以相信，普京總統訪華所取

得的豐碩成果不僅將造福於兩國和兩國人民，亦

將有利於亞太及全球的安全與合作。

(相關新聞刊A2、A3版)

問責官員凍薪 順應民意利施政 深化中俄戰略協作 促進世界和平

中俄簽11合作協議 涵蓋核能金融
310億投資基金全面啟動 主要用於重大雙邊合作項目

胡錦濤在會談中指出，國際形勢中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中俄發展振興既

面臨重要戰略機遇，也面臨不少挑戰。中方
願同俄方一道，以積極落實中俄關係未來10
年發展規劃為中心任務，加強在國際和地區
事務中的戰略協作，更好促進兩國共同發
展，維護好兩國振興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

胡總：加強戰略項目跨境基建
胡錦濤表示，中俄都致力於調整經濟結

構，都在積極應對世界經濟中的風險和不利
影響。兩國應該根據各自國內發展和世界經
濟形勢新特點，發揮經濟互補性強的優勢，
改善經貿合作結構，提高經貿合作質量，重
點開展以下幾方面的合作：一是擴大投資合
作，重點推進能源及上下游合作、資源深加
工、聯合機電製造等大項目合作；二是開展
高技術和創新合作，建立從合作研發、創新
到成果商業化、產業化的創新合作模式；三
是開展戰略性大項目合作，希望兩國政府繼

續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四是繼續推進跨境
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擴大地方合作。

普京：深化油氣電力林業合作
普京表示，中俄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廣

闊。俄方希望同中方加強協商，積極規劃，
大力推進有關重點合作項目，深化油氣、能
源、核能、電力、新能源、林業、環保等領
域合作，開展聯合科技研發，改善經貿合作
結構，提升合作水平。俄方願同中方加強軍
事及執法安全合作，促進人文、新聞、旅遊

交流，支持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和中國東
北地區進行合作。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聯合聲明，出

席11份雙邊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其中，有
關設立中俄投資基金的備忘錄指出，雙方將
以有限合夥制形式設立，進行商業化運作，
目標募集規模為20億美元至40億美元。其
中，10億美元將由中投公司及其相關方出
資，10億美元由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出資，
剩餘資金將向第三方國際投資者募集。根據
俄方提供的信息，不少於70%的資金將投資

於俄羅斯以及其他獨聯體國家的商業項目，
不超過30%的資金將投資於與俄有關的中國
項目。
據悉，2011年，中投公司與俄羅斯國家開

發銀行、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共同簽署合作
備忘錄，合作設立了「中俄投資基金」，主
要投資於中俄重大雙邊合作項目、雙邊貿易
相關項目、俄私有化和國際化項目等。
此外，俄方消息指出，中俄還在加快大型

寬體客機和重型直升機等科研項目上取得顯
著成果。

上合組織成員國 簽人文領域首個宣言文件峰會今舉行 料出台反恐綱要

讓路京高考生 上合峰會遲開半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上合組織北京峰會舉行日適逢全國
高考首日，峰會保障部門表示，7
日當天，峰會將推遲半小時舉行，
為北京參加高考的7萬餘名學生讓
路。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

第12次會議(北京峰會)將於6日至7日
在北京舉行。參會各國領導人已於
4日開始陸續抵京。會議期間及與
會外賓集中抵、離京期間，部分道
路將會頻繁採取臨時交通管制措

施，而7日恰逢高考第一天，北京
市7萬餘名考生將迎來他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考試，早上高峰臨時
交管措施的實施，可能會影響送考
車輛。
為保障考生順利赴考，經多方協

調決定，6月7日上合組織峰會的開
始時間將從9時推遲到9時30分，道
路交通管制時間則從原定的8時30
分推遲至9時05分。這意味 ，交
通管制將在高考開考後進行，多位
元首為考生讓路半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文化部長第九次會
晤全體會議昨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各方
就上合組織未來10年文化合作發展規劃
進行探討，並首次簽署了該組織人文領
域首個宣言文件—《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文化部長會晤北京宣言》。期間，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會見了與會各方

代表團團長。
應中國文化部邀請，來自上合組織成員

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
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觀察員國印
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對話夥伴國
白俄羅斯、斯里蘭卡，主席國客人阿富汗
等12國以及上合組織秘書處代表等40餘人
出席了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上
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北京峰會將於6日
至7日舉行。峰會預期會在政治、安全、經
濟、人文及對外交往五方面取得成果，包括
出台打擊「三股勢力」的合作綱要、國際道
路運輸便利化及重點工程合作融資等項目上
達成協議。
此次峰會是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2次會議，也是上合峰會第3次在中國舉行。
據了解，胡錦濤主席將主持會議，上合組織
其餘五大成員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觀察員國(伊朗、印度、蒙古、巴基斯坦)領導
人，成員國客人(阿富汗、土庫曼斯坦)和聯合
國、獨聯體、歐亞經濟共同體、集體安全條
約組織負責人等領導人將共同與會。

今年恰逢上合組織第2個10年的開局之
年，六大成員國元首將圍繞國際和地區形
勢、進一步深化成員國友好合作的措施、上
海合作組織未來發展三大核心議題深入交換
意見，作出戰略規劃。6日，峰會將舉行成
員國小範圍會談和工商論壇等一系列活動；
7日將舉行與會各方大範圍會談、文件簽字
儀式、會見記者等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昨日下午，國家主席胡錦濤與訪華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了大小範圍兩場

高峰會談，並出席《聯合聲明》及11

份共同文件(見表)的簽署儀式，主要

內容涉及進一步加強和擴大雙方在核

能、新技術以及金融等諸多領域合

作，其中包括全面啟動募集規模最高

將達40億美元(約合港幣310億元)的中

俄投資基金。據悉，中俄投資基金主

要投資於中俄重大雙邊合作項目、雙

邊貿易相關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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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5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俄兩國合作協議或備忘錄簽字儀式。 中新社

中俄簽11合作文本
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

邦政府關於在中國合作建設田灣核

電站3、4號機組的議定書》(草簽)

2.《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與俄羅斯聯邦工業和貿易部關於加

強工業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和俄

羅斯聯邦旅遊署關於進一步擴大旅

遊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4.《新華通訊社與俄通社—塔斯社新

聞合作協議》

5.《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俄羅斯國

家原子能集團公司核領域合作路線

圖》

6.《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與俄羅斯

直接投資基金關於中俄投資基金管

理公司設立及其基本原則的備忘

錄》

7.《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與俄羅斯統一

電力系統國際集團關於擴大電力合

作的諒解備忘錄》

8.《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中關村科技

園區管理委員會與俄羅斯聯邦非營

利組織新技術研發與產業化中心發

展基金會合作框架協議》

9.《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俄羅斯對外

經濟與開發銀行關於俄羅斯伊爾庫

茨克州泰舍特鋁廠項目14.3億美元

貸款協議》

10.《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俄羅斯VTB

融資租賃公司融資框架合作協議》

11.《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與俄羅

斯出口信用與保險署合作備忘錄》

■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

新華社

溫總晤吉國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