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中通社綜合消息　沙特阿拉伯《中東報》
14日報道稱，中國3艘軍艦停泊在以色列海
軍的海法軍港，它們將在未來兩周內同東道
主以色列一起參加軍事演習，這在中以關係
史上尚屬首次。以色列認為這是兩國關係、
特別是軍事關係的一個新飛躍。
報道說，以色列和中國於1992年建交。但

在一年前，以色列和中國進入軍事關係發展
的新時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上將訪問了以色列，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
3個月前對中國進行回訪。上周，兩國宣布

開展「反恐」合作，以色列邊防警察在北京
進行了大型演練，參加演練的有以色列邊防
突擊隊的53名警官。近日，3艘中國軍艦到
海法軍港進行訪問，是加強兩國間軍事關係
的又一舉措。
報道援引一些以色列人士的話說，華盛頓

對中以兩國關係的發展不滿，「正在睜大雙
眼關注 這件事，但因即將進行大選現在是
敢怒不敢言」。
據新華網報道，由中國海軍第十一批護航

編隊「青島」號導彈驅逐艦、「煙台」號導
彈驅逐艦、「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
出訪編隊13日抵達以色列海法港。這是中國
海軍艦艇編隊第一次訪問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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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代表年輕化 增基層黨員
中組部：差額選舉比例逾15%  首對候選人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備受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將於今年

下半年召開，全國共選出2,270名十八大代表，名額比十七大增加50人。中

央組織部昨日透露，此次代表差額選舉的比例多於15%；其中，55歲以下

1,471名，佔全體代表的64.8%。同時首次對候選人實行考察，較大幅度提

高工人黨員代表比例，適當減少領導幹部名額，增加基層代表。此外，部

分已退出領導崗位的老黨員將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大會。

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昨日舉行新聞
發佈會，請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

京清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新聞發言
人鄧聲明介紹中共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情
況，並回答記者提問。王京清透露，中共
中央高度重視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胡錦
濤總書記多次聽取工作匯報並作出重要指
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專門
進行研究，明確了代表選舉工作的指導思
想和政策規定。

改革開放後入黨者為主體
他介紹說，此次十八大代表有五大特

點：一是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代表數量
增加；二是工人黨員代表比例較大幅度提
高，當選代表中，工人黨員由十七大時的
51名增加到169名（包括農民工黨員26
名），佔7.4%；三是女黨員代表、少數民族
黨員代表數量增加，代表中女黨員521名，
佔23%；四是代表年齡結構比較合理、學
歷層次較高，年輕黨員代表數量增加；五
是改革開放以來入黨的黨員成為十八大代
表的主體。

堅持以德為先 好中選優
王京清稱，當選的十八大代表的產生充

分發揚黨內民主，嚴把代表質量關，突出
一線導向，並強化紀律監督。代表人選的

推薦提名都是從基層黨支部開始，並由投
票確定，且選舉採取差額辦法，對不符合
代表條件的人選及時進行調整，堅持以德
為先，好中選優，同時為保障代表質量進
行五大環節篩選，防止「帶病提名」，注重
強化紀律監督，保證風清氣正。
對於選舉的透明度問題，鄧聲明向本報

指出，據統計，參與這次十八大代表人選
推薦提名工作的黨員比例達98%。同時，
組織部對推薦的人選進行了組織考察，發
佈了考察預告，公佈了監督電話，同時通
過黨內文件、黨建工作網，廣泛徵求黨員
意見，接受監督。另外，一些地方還採取
報刊、電視等媒體進行公示，這在歷屆全
國黨代會代表選舉中是首次。

中央委員亦將採差額選出
在被問及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選舉等問題時，王京清表示，中央委員會
也要採取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差額比例
要由大會主席團來決定，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政治局常委則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
舉產生。王京清透露，按照慣例，中共中
央還確定一部分已退出領導崗位的老黨員
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大會。資料顯示，中共
十七大特邀代表中包括：江澤民、李鵬、
朱鎔基等前中央領導人。據悉，特邀代表
享有代表的同等權利。

張成澤訪華 冀十八大前落實援朝

中以海軍將首次演習反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

道）13日上午，中國工程院赴廣東專題調
研座談會在廣州召開。廣東省省長朱小丹
出席會議並致辭。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與
朱小丹一同為22家今年新建立的中國工程
院廣東院士工作站啟動揭牌。
12日至15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工程

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中國工程
院院長周濟院士率有關院士、專家一行60
餘人，到廣東省就「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

和發展戰略研究」和「中國特色城鎮化道
路發展戰略研究」課題進行調研。

朱小丹感謝專家助粵發展
朱小丹在13日召開的調研座談會上表

示，廣東正處於加快轉型升級的關鍵時
期，科技創新對廣東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
意義，都離不開中國工程院的大力支持和
幫助。希望中國工程院進一步加強與廣東
省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對接合作，為

廣東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注入新的強大動
力。廣東將全力配合做好相關工作，充分
運用這次考察調研成果，有力促進廣東科
技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徐匡迪介紹說，此次到廣東調研，可研

究廣東如何正確處理城鎮化中出現的矛
盾，實現城鄉統籌、共同發展以及高技術
產業如何利用國內的技術優勢和珠三角市
場發達、資金充裕的條件實現產業化。同
時可研究廣東作為全國經濟第一大省和經
濟外向依賴度最大的地區，面對當前經濟
下行壓力，如何從過去主要依靠外向型經
濟轉向依靠內需拉動。

粵增22家工程院院士工作站

最年輕最年長代表都姓焦

溫州民間借貸 利率超央行4倍不受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中共二千多名十八大代表中，年紀最小的
是誰？年紀最大的又有多少歲？「年齡最
大和年齡最小的，很巧合，都姓焦。」 在
昨天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吹風會上，副部長
王京清笑 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他透露，
年齡最大的焦若愚已經是96歲高齡，而年
紀最小的是剛剛在倫敦奧運會上取得女子
200米蝶泳冠軍的焦劉洋，是位90後。
自去年中共十八大代表名單陸續出爐以

來，代表的年齡結構和學歷層次，一直是
媒體關心和分析的熱點之一。此次十八大
當選代表有 年齡結構比較合理、學歷層
次較高的特點。當選代表平均年齡為52
歲。其中，55歲以下的1,471名，佔64.8%；
45歲以下的399名，佔17.6%；大專以上學
歷2,122名，佔93.5%。年輕黨員代表數量增
加，35歲以下的114名，佔5%，比十七大
時提高1.9個百分點。

據介紹，焦若愚原來是北京市顧委主
任、原北京市市長，1915年12月出生，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齡最小的則是
外界比較熟悉的奧運冠軍焦劉洋，1990年3
月出生，200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年齡相差74歲 黨齡相差72年
「最大和最小，年齡相差74歲，黨齡相

差72年。當選代表年齡最大和最小，從一
個側面也反映了我們黨薪火相傳、興旺發
達、後繼有人。」，王京清意味深長地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

道）繼出台金融綜合改革30條司法保障意
見後，昨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又出台了
內地最完整的《民間借貸案件審理指導意
見》，對民間借貸的利息認定、夫妻共同債
務認定、企業融資行為認定等作了詳盡規
定，為溫州「金改」提供法律支撐，且有
效盤活民間資本。

首七月民貸案與去年幾持平
據統計，2012年1至7月，溫州市法院共

受理民間借貸案件12,035件，涉及標的額
81.88億元，收案數與2011年全年12,052件幾
乎持平，是2010年全年的1.46倍，收案標的
額是2011年全年的1.52倍，是2010年全年的
2.36倍。為有效遏制民間融資中的高利貸化
和投機化傾向，統一案件裁判尺度、平等
保護借貸雙方的利益，溫州市中院特制訂

出台了《關於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
問題的意見》，對民間借貸利息的審查和認
定進行規範。
在民間借貸利息的認定上，借貸雙方約

定的利率超過借貸行為發生時，超過中國
人民銀行公佈的同期同檔次貸款基準利率4
倍，超出部分不予保護。若借款人已支付
的利息超過4倍利率標準的，超出部分沖抵
借款本金。當事人對實際執行的利息計算
標準有爭議，除出借人主張的利息計算標
準低於借據約定的利息結算標準或有確鑿
證據足以否定借據約定的利息計算標準
外，法院一般會對借據約定的利息計算標
準予以認定。

詳細列明夫妻共同債務認定
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審理過程中，夫妻

共同債務的認定也是一大難點。《意見》

規定，出借人就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
一方以個人名義借款所負債務主張，按夫
妻共同債務處理，除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出
借人與借款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
能夠證明夫妻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財
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該約定情
形外，法院對出借人的主張一般予以支持。

關於企業融資行為的認定
為保護合法的企業融資行為，進一步支

持中小企業發展，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
道，《意見》對非金融企業特定情形下的集
資行為及企業間借貸行為的效力予以確認。
另外，關於備案登記材料證據效力的認

定。即民間融資主體特別是法人實體在溫
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進行民間融資備
案登記的相關證據材料得到法律有效保
護。

據中通社報道　朝鮮中央通訊社13日報
道，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於當
日離開平壤赴北京訪問，在此後6天的時間
裡，張成澤將相繼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總理溫家寶等高層領導人。中共中央
黨校教授、朝鮮問題專家張璉瑰對中通社
記者表示，張成澤此次訪華意在於中共十
八大之前落實中國此前對朝援助的承諾。

續尋求中國對朝投資
張成澤是金正恩姑父，被外界普遍認為

是目前朝鮮僅次於金正恩的第二號人物。
據報道，張成澤於14日參加在北京舉行的
「第3屆共同開發黃金坪、羅先（羅津、先
鋒）朝中開發合作聯合指導委員會會議」，
會議結束後將前往視察中國南部和東北三
省地區，17日返回北京參加朝中兩國最高
層會談，預定於18日回國。
近期，朝鮮方面不斷的向外界釋放出改

革信號，而張成澤則被視為是金正恩式經
濟改革實驗的核心人物，因此張成澤此次
訪華之旅也被外界普遍認為有向中國「取
經」的意味。
對此，張璉瑰表示，張成澤此行的主要

目的是繼續尋求中國向朝鮮的投資，進一

步推動黃金坪和羅先市的共同開發，至於
改革開放，目前朝鮮仍持消極態度。
張璉瑰指出，作為朝鮮既定政策的延

續，張成澤此次訪華顯然也在朝鮮一系列
計劃之內，其目的很明確，就是在中共十
八大前推動中國既定援朝項目的實施。

■在中共中央外宣辦就中共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情況舉行新聞發佈會上，記者踴躍舉手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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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從濱海新區發改委
獲悉，今年上半年，共有18家總部落戶，
總部企業總數達到229家，濱海新區總部經
濟呈現良好發展態勢。　
今年以來，濱海新區以「東港口、南重

化、西高新、北旅遊、中服務」發展目標

為側重，吸引了一批總部經濟企業落戶註
冊，全年計劃引進30家總部企業。上半
年，三一工程機械整機與零部件再製造基
地等18家總部已相繼落戶新區，搜狐視
頻、聯想控股板塊公司等19家總部已完成
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作
為天津首家集中展示展銷高端商品和保稅
商品的商業中心，天津東疆國際商品展銷
中心於8月12日盛裝開業。
據了解，該展銷中心總建築面積13萬餘

平方米，地下一層、地上四層，是集展
示、銷售、貿易於一體的綜合性商業中
心，匯集了商務機、汽車、遊艇、紅酒、
進口食品、高端傢具等商品，目前已有30

餘家商戶簽約入駐。
同日，天津市唯一一家「進口貿易促進

創新示範區」在東疆保稅港區揭牌，這將
助推東疆努力建設成為天津促進對外貿
易、擴大進口的重要基地，為加快北方國
際航運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和向自由貿易
港區轉型奠定基礎。今年上半年，東疆外
貿進出口完成23.7億美元，增長144.9%，絕
對值和增速均在濱海新區位居前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

8月9日，「聚焦十大戰役、關注十大改革」
媒體峰會在濱海新區召開，天津市委副書
記兼濱海區委書記何立峰、天津市委常委
兼宣傳部長成其聖出席。天津及駐津30多
家新聞單位負責人應邀參加。
會上，濱海區長宗國英向與會者介紹新

區近年發展情況時說，「十一五」期間，
濱海新區GDP保持22.5%的增速，在全國排
名中不斷前移，位列第10名。今年1至6
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200.56億元人民幣
（下同），增長20.2%；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6912.43億元，增長18.1%；實際利用外資
52.9億美元，增長15.3%；其他社會經濟指

標均保持在25%以上的增速。
宗國英說，近年來，濱海新區在推進功

能區開發建設、促進大好項目加快聚集、
深化綜合配套改革、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完善城市載體服務功能、改善國計民生等
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下一步，濱
海將抓好「四條主線」（十大戰役、十大改
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建設生態宜居
新區），開創加快發展的新局面，到2015
年，地區生產總值將突破萬億，工業總產
值超過2萬億。到2020年，全面實現國家對
濱海新區的功能定位。
新聞單位代表、成其聖、何立峰先後在

會上講話。

濱海舉辦「聚焦雙十」媒體峰會

濱海總部企業迅速擴容

東疆國際商品展銷中心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