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北京新機場建設進
度問題備受外界關注。在昨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
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強調，北京新機場當前尚未立項，相關
部門正進行立項前期的準備工作，包括研究建設標準、市場
定位等。
黃民表示，首都新機場一定會建，因為這是「十二五」規

劃綱要明確要求的。不過當前項目仍在進行前期準備工作，
尚未立項。

入京航班 每日千架不獲批
民航局局長李家祥闡釋，現有的首都機場已無法滿足飛機

的流量需求，航班安排相當緊張。一方面，首都機場每一天
從早到晚的飛行時段被全部安排滿，「一個航班都加不進去
了」；另一方面，國際國內方面要求飛北京的航班需求急劇
增加，「每天被壓住沒有批准的航班大約有接近1,000個架
次」。他說，「為什麼不批准他們飛北京，因為沒有容量，
這造成資源特別緊張。」
黃民說，經過研究，首都新機場要徹底另選新址，在現有

的首都機場基礎上進行擴建已經不現實。如果在現有機場規
模上進行擴建，撇除考慮北京地區的交通銜接配套問題，不
管是在機場的組織工作方面還是在區域航空航線的管理方
面，均相當困難。他表示，機場規模現今正在進行研究，希
望能盡快開工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院19日宣
佈，第17輪美中人權對話將於7月23日
至2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美國國務院當日發佈通報稱，美國
主管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助理國
務卿邁克爾．波斯納將與中國外交部

國際司司長陳旭分別率領各自的代表
團參加本次對話。通報稱，本次為期
兩天的會議將會談及法治、宗教自
由、言論自由、勞工權利和其他人權
問題。

據新華社20日電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日在人民
大會堂會見了到訪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
珍。
習近平歡迎陳馮富珍來華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第五

屆部長級會議，並祝賀她成功連任世界衛生組織總
幹事。他希望作為首位擔任聯合國專門機構最高負
責人的中國人，陳馮富珍在第二任期能夠不負眾
望，充分發揮領導才能、專業特長，推動全球衛生
事業的發展。
習近平說，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衛生事業，把

提高人民健康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將不
斷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為群眾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爭取早日實現人
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習近平表示，當前衛生問題與政治、經濟、社會

和發展等各領域聯繫日益緊密，對國際關係和外交
政策的作用和影響上升。伴隨這一進程，世界衛生
組織在國際衛生事務中發揮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願繼續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交流與合作，為

推進全球衛生事業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陳馮富珍高度評價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取得的巨

大成就，感謝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和她本人工作的
支持，表示將認真履職，繼續推動全球衛生事業發
展。
衛生部部長陳竺、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參加了會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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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總局六措施 治理航班晚點
「十二五」建82新機場 航空服務覆蓋九成國人

戰略性新興產業
國務院推發展規劃

中美人權對話下周舉行

京新機場未立項 將另擇新址

美太陽能級多晶硅 華啟「雙反」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國

務院昨日發佈建國以來首個從國家戰略層面

指導民航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國民航局局

長李家祥在記者會上指出，在「十二五」期

間，內地將按「適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

則，新建82個機場、改擴建101個機場。對

於廣受外界質疑的航班晚點問題，李家祥表

示，民航總局將推出六項措施改善空中擁

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為期兩天的中非
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全體會昨日在京落幕，會議審
議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會議北京宣言》和《中
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會議北京行動計劃》兩個成果文
件，全面規劃了未來三年中非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非方表
示，願與中方一道，為落實第五屆部長會後續行動，特別
是胡錦濤主席宣佈的對非合作新舉措作出共同的努力。

昨日的部長級舉行了全體會議和閉幕式，會議分自由
討論和文件磋商兩個階段進行，中國和51個非洲論壇成員
緊緊圍繞「繼往開來，開創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新局面」
的會議主題，進行了坦誠、熱烈、深入的交流，達成重要
共識。經過認真討論，中非雙方代表以鼓掌方式順利通過
了兩個成果文件。會議歡迎南非成為論壇新的非方主席
國，決定中非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將於2015年在南
非舉行。

部長級會議落幕　規劃未來三年
中國外長楊潔篪指出，此次部長級會議取得了豐碩成

果，達到了預期目標，取得三大成果：一是凝聚共識、提

升互信；二是開拓創新、深化合作；三是與時俱進、完善
機制。他認為，只要中非雙方繼續堅持真誠友好、相互尊
重、互利共贏、共謀發展的精神，認真、全面落實好本屆
部長會後續行動，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必將取得更大的
發展。
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未來中非經貿合作將有新

思路、新部署。他說，未來中非經貿合作要在新型戰略夥
伴關係上做文章。要考慮調整援非的思路和方法，並加以
完善。比如，過去中國比較注重對非洲硬件的支持，對項
目的支持，今後中國要更加關注對非洲人才的培養和技術
的幫助。此外，未來中非還將拓寬合作領域，並要共同創
造更加良好的合作環境。
非方代表在兩天的會議期間踴躍發言，讚揚中非合作是

南南合作和國際對非合作的典範，並高度評價胡錦濤主席
代表中國政府宣佈的未來三年在投融資、援助、非洲一體
化、民間交流與和平安全等五大重點領域對非合作的新舉
措，認為有關舉措表明中方認真傾聽了非洲國家的呼籲和
要求，必將推動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取得更大的進步和
發展。

中非經貿合作將有新部署 習近平賀陳馮富珍連任

《國務院關於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指出，爭取到2020年，中國人均乘機次

數達到0.5次。按13億總人口計算，即屆時內地航空
客運量將逾6億人次。《意見》稱，通用航空要實現
規模化發展，到2020年飛行總量達200萬小時，年均
增長19%。航空服務將覆蓋全國89%的人口。

機場建設規劃適度超前
《意見》稱，中國未來將按「適度超前、量力而

行」的原則， 力推進機場建設規劃。北京、上
海、廣州將建成能輻射全球的大型國際航空樞紐，
昆明、烏魯木齊等要培育成門戶機場，同時還將增
強瀋陽、杭州、鄭州、武漢、長沙、成都、重慶、
西安等大型機場的區域性樞紐功能。此外，還將整
合機場資源，加強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等都市
密集地區機場功能互補。大型機場將規劃建設一體
化綜合交通樞紐。
李家祥介紹，當前美國的商業運營機場達1.9萬多

個，巴西、南非等國家為700餘個，而與前述國家相
較，當前中國運營的機場數量僅為182個，這遠遠滿
足不了中國民航發展的需求。他表示，下一步，中
國將擴大機場建設數量，合理佈局、明確分類，尤
其要加快支線機場以及通用機場的建設。
對於當前爭議頗多的航班晚點現象，李家祥表

示，2011年，內地航班的正點率確實不是很高，乘
客也有許多不好的感受，這是客觀現實。據民航局
調研，在導致航班晚點的因素中，由航空公司所致
的約40%，流量因素佔27%左右，其他因素包括天氣
原因等。
李家祥表示，民航總局將推出六項措施改善空中

擁堵：一、進行空域改革，優化航路；二、協調增
加開通平行航路；三、開通臨時航線；四、根據客
流鼓勵航空公司開通包機；五、清理航空公司虛佔
航線現象；六、採取機場空管和航空公司統一上塔
台協調的措施，該措施目前已試行半年，效果較顯
著。　
李家祥說，2020年，中國的航班準點率將達到

80%，屆時「老百姓關於準點的感受一定會比現在
好得多」。

研低空空域向個人開放
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也就低空空域開放

問題表示，隨 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眾對於航空運輸
的需求越來越強。要加強通用航空基礎設施建設，而
低空空域的開放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有關部門正在
研究通用航空包括個人對於低空空域的使用問題。
「在低空空域開放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確保低空安
全。而安全問題是當前研究的難點所在。」

「中國的擁擠已蔓

延到天空」，有國外

媒體這樣評論內地的

航班晚點現象。伴隨

這一現象而來的，有

在機場吵鬧，甚至衝

上飛機跑道阻攔飛機

的民眾；有因晚點遲

到耽誤話劇演出，當場向

觀眾下跪的藝人；有對航

班延誤後拒絕登機的旅客

設立「黑名單」制度，拒

絕他們乘坐航班的航空公

司⋯⋯當越來越多類似的

新聞見諸報端，普通乘客與

航空公司之間的矛盾愈發難

以調和。

中國航班不準點，關鍵在

於中國民航業正在經歷迅速

擴張的「陣痛」，運力已達

極限。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

示，據他考察，日本甚至是

一個汀（建制相當於中國的

一個鄉）都有機場，而中國

有些人口一千多萬的地級市

卻沒有機場，中國民航的基

礎設施建設大大滯後，機場建設和航

空公司管理未跟上客流量的增長。

航班延誤是全球「頑疾」
實際上，航班延誤是一個世界性難

題，本身就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目前國外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也只在

80％左右。但在歐洲等地，較少出現

因航班晚點引發乘客「眾怒」甚至在

機場吵鬧的現象。有瑞士航空公司介

紹經驗時就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各家

航企注重與乘客溝通，在應對賠償要

求時，只要公司能承受，一般都會

「很痛快」。

可以預見到，在短期之內，由於機

場基礎設施建設無法立即完成，以及

越來越多的機場加入「改建」大軍，

飛機可用跑道數量減少，內地航班晚

點的現象不會立即消除。為避免摩

擦，相關航空公司應轉變服務理念，

更加注重與旅客溝通，及時通報信

息，方可避免因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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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20日
稱，決定即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太陽能級多晶硅進行
「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對原產於韓國的進口
太陽能級多晶硅進行反傾銷調查。中方根據有關規定，將對
上述進口產品的傾銷、補貼情況及其對中國同類產品產業造
成的損害進行調查，並依法做出裁決。

商務部長：投資協定需雙方努力
此外，商務部部長陳德銘19日在第三輪中美工商領袖和前

高官對話午餐會指出，中美互為重要的投資目的國，商簽雙

邊投資協定是推動兩國改善投資環境、保護和促進雙向投資
的重要舉措。從2000年9月至今，中美已就雙邊投資保護協
定進行了六輪談判，澄清了許多問題。但由於中美投資管理
制度存在差異，經濟發展處於不同階段，應充分尊重各自現
實國情，多進行換位思考，努力達成平衡互利的談判結果，
為雙方相互投資提供法律保障。
陳德銘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口總規模可能超過10萬億美

元，目前美國對華出口額只佔中國年進口額的7%，因此尚
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方願通過對話與合作來擴大雙邊貿
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
務院近日印發《「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
產業發展規劃》，確定發展目標：產業創新
能力大幅提升；創新創業環境更加完善；
國際分工地位穩步提高；引領帶動作用顯
著增強。到2015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
增加值要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8％左
右。
根據《規劃》，到2020年，力爭使戰略性

新興產業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
推動力量，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
到15％，部分產業和關鍵技術躋身國際先
進水準，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
物、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
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
成為國民經濟先導產業。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陳馮富珍。 新華社

■李家祥介紹，去年全國航班晚點的因素中，由航空公司所致的約40%，流量因素佔27%左右，其他因素包括天氣原因等。圖

為滯留旅客在上海虹橋機場值班櫃 辦理退票手續。 資料圖片

■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李家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房廈 攝

■19日晚，在大別山腹地，解放軍空降兵某部正

在進行跨晝夜實彈射擊，山澗中火光四濺，炮聲

震耳欲聾。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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