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

道）中國人民銀行9月17日正式發佈了《金
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要求穩
步推進利率和匯率改革，推進金融市場基
準利率體系建設，為金融機構產品定價提
供有效基準。按照條件成熟程度，通過放
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等途徑，有序推進
利率市場化。此外，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
參與金融機構的改制和增資擴股。

規劃指出，繼續完善中央銀行利率調控
體系，疏通利率傳導渠道，引導金融機構
不斷增強風險定價能力，依托上海銀行間
同業拆放利率建立健全利率定價自律機
制，確保利率市場化改革按照「放得開，
形得成，調得了」的原則推進。

增強對三農小微企服務能力
規劃還指出，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鼓

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銀行、證券、保險
等金融機構的改制和增資擴股。支持民間
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
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小額貸
款公司。在加強有效監管、促進規範經
營、防範金融風險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
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服務的力度，增強對

「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能力。
上述規劃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

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
共同編制，經國務院批准並正式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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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長仍稱「安保適用釣島」
昨抵京展開4天行程 將參觀裝甲兵海軍

據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佈的日程，
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將於18日上

午在八一大樓，為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
舉行歡迎儀式，在大小範圍兩場會談
後，兩人會共同會見記者。19日，帕內
塔將在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發表演講
並與學員共進午餐。他還將赴青島訪
問，參觀中國海軍部隊。

臨時訪日 促冷靜處理中日關係
在抵達北京前，帕內塔剛結束了對日

本的臨時加插的訪問，17日上午，他與
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舉行了會談。
日本外務省透露的會談消息稱，帕內塔
希望日本能夠從大局出發冷靜處理最近
的中日緊張局勢，兩人同意在「不要損
害中日兩國關係方面」加強合作。玄葉
在會後聲稱，日美雙方有共識，《日美
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主
任、副研究員劉卿對本報記者表示，帕
內塔此次到訪對外宣稱的主要目的是，
與中國在軍事層面上「促交流、增互
信」，但在當前中日釣魚島爭端日趨白
熱化的形勢下，他此行充滿了「滅火」
的味道，臨時決定增加日本站即是在此
前提下的舉措。

劉卿表示，美國始終認為，中日保持
爭議狀態，其即可得到最大化的利益，
但如果兩國越過臨界點發生戰爭，則有
可能將美國捲入其中，這是他們不願意
看到的。在目前形勢下，帕內塔此行的
重點將是為雙方的爭端提供調停，從他
出發前向美國媒體《外交政策》放出的
消息，和此間與日本外務大臣的會談內
容可看出端倪。

劉卿認為，從歷史角度來看，美國是
釣魚島爭端的始作俑者，在歷次中日交

惡中，其始終扮演了「左右逢源」的角
色。

中方促美 釣島爭端不持立場
中國軍方料將會借此機會，重申中方

對於釣魚島及南海問題的立場，並通過
會談了解美日之間的「底牌」。

此外，針對帕內塔聲稱希望擔當「調

停者」，而美國國防部官員此間稱《美
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島的態度，中國
外交部昨日對此回應稱，中方已經多次
就《美日安保條約》有關問題闡明立
場，其是冷戰時期的產物，不得損害包
括中國在內的第三方的利益，希望美方
切實恪守在釣魚島歸屬爭議問題上不持
立場的態度。

金融「十二五」鼓勵民資入股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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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康團夥栽贓劫殺 製造湄公河慘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昨

晚抵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4天的正式訪問，這是帕內塔2011年就

任美防長以來的首次訪華；而在抵達北京前，帕內塔剛結束了對日本

的臨時加插的訪問。京專家分析認為，在中日因釣魚島爭端而關係日

趨白熱化的當前，其此行的重點將是「滅火」，相信中國軍方亦將借此

機會重申中方對釣魚島、南海等問題的堅定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即將於19日赴歐出席第
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訪問比利時。據
悉，期間中歐雙方擬簽署關於科技、反壟
斷、低碳及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多項文
件。對於歐債危機問題，中國外交部、財
政部高官昨日在吹風會上表示，中方希望
歐盟及其成員國最近採取的措施取得積極
成效，相信中歐合作有助於歐方走出危
機。

本月19日至20日，溫家寶總理將赴比利
時布魯塞爾出席第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
對比利時進行正式訪問。外交部、財政
部、商務部昨日聯合舉行吹風會，介紹溫
家寶出訪相關情況。據透露，中歐領導人
會晤期間，溫總理將與歐洲理事會主席范
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共同出席第
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出席第八屆中歐
工商峰會等系列活動。

中歐合作有助歐走出危機
外交部副部長宋濤說，中方希望這次會

晤能夠實現三個主要目標：「一是堅持戰
略互信，對外釋放積極的信號，為中歐關
係發展指引方向；二是互利合作，從長遠
和戰略的高度對中歐合作的各個領域進行
統籌規劃；三是妥善處理分歧，提振雙方
合作的信心，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發展。」

目前，歐盟對中國的光伏產品發起了包
括反傾銷和反補貼在內的「雙反調查」。宋
濤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
護主義，在當前國際經濟背景下，搞貿易
戰不符合中歐雙方的利益。他說，中歐雙
方利益交融，二者合則兩利，鬥則兩傷，
同時也不利於世界經濟的復甦發展。

關於歐債危機，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認
為，歐洲央行的政策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的裁定對資本市場是利好消息。他說：

「我們期望歐元區國家抓住機遇，推進結構
性改革，以提高歐元區競爭力，穩定金融
市場，促進經濟復甦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衛生部
副部長劉謙昨日在京表示，目前搞大病保險，要用一
部分錢去購買商業保險，但這並未改變其基本醫療保
障的性質。對於香港民間資本進入內地醫療機構的情
況，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回應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衛
生部重視和鼓勵社會資本興辦醫療機構，歡迎香港醫
務界人士到內地參與醫療衛生事業，包括設定在5個省
可以舉辦獨資或合資的醫療機構，並享優惠政策等。

劉謙表示，很多國家的基本保險都帶有強制性，但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具有共濟性，又具保險特徵，
為讓更多人參與進來，截至目前仍是自願參加。他指
出，基本醫療保障就是政府承擔主要的責任，事實上
城鎮居民的醫保以及新農合的醫保在籌資裡面的比
重，各級政府承擔的比重較大。

新農合大病保險應保盡保
劉謙還表示，目前大病保險要用一部分錢去購買商

業保險，但也並未改變其基本醫療保障的性質，仍屬

於基本保障的範疇，可能將來會延伸，有商業的保
險，但基本醫療保障的範圍，它的特點和商業保險也
會有區別。目前雖然用新農合的一部分資金去購買大
病保險，但在本質上不是商業性質，而是基本保障範
圍，「應該說應保盡保，只要出了問題就要進行保障」。

港資可於內地五省辦醫院
對於本報記者詢問關於港資進入內地醫療機構的情

況，陳竺稱，在此方面，CEPA已做出非常明確的安
排，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設定了在5個省可以
開辦獨資或合資的醫療機構等。陳竺感謝香港醫務界
人士對內地衛生事業改革發展所做的貢獻。

大病保險 衛生部：基本醫保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斯　昆明報道）

「10．5」湄公河慘案將於9月20日（本周四）
上午，在昆明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記者
17日從雲南警方獲悉，該案係因緬甸軍隊
曾徵用中國船隻清剿糯康犯罪集團，打死
打傷其數名成員，糯康犯罪集團為此懷恨
在心，繼而報復中國船隻。是一宗糯康集
團為得到泰國不法軍人的袒護，獲取集團
船隻進出泰國水域方便和獲得槍支等支
持，與泰國不法軍人勾結、共同預謀、精
心策劃栽贓陷害中國船隻武裝販毒，讓泰
國不法軍人查獲，從而取得「立功機會」，
劫持並槍殺13名中國船員的刑事案件。

盤踞金三角販毒獲利數億
雲南警方消息稱，自2006年起，糯康等

人開始在湄公河「金三角」流域販運毒
品，2008年後桑康、依萊等骨幹成員加
入，團夥勢力逐步發展壯大，在糯康的組

織領導下，長期盤踞在湄公河流域「金三
角」地帶，主要依靠販運毒品或對來往販
毒船隻收取保護費獲利，近年來非法收入
折合人民幣達數億元。

2011年11月底，中國警方專案組抓獲糯
康犯罪集團一名骨幹人員，經循線深追，
將正在逃匿躲藏的糯康犯罪集團三號人物
依萊抓獲。

今年4月抓獲糯康和同夥
2011年12月至2012年4月間，緬甸、老撾

軍警多次對糯康犯罪集團開展清剿行動，
收繳了大量槍支彈藥、爆炸物、毒品及現
金，並抓獲多名集團成員。今年4月20日，
專案組在緬泰邊境成功抓獲了糯康犯罪集
團二號人物桑康。4月25日晚，專案組與老
撾警方聯手，在老撾波喬省成功抓獲糯
康。

經專案組調查，收集掌握了大量證人證

言、書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辯解、現
場勘驗檢查筆錄、現場照片、鑒定結論、
證明資料等證據。此次警方向檢察機關移送
案件證據即達卷宗37卷、6,000餘頁，形成
了真實、客觀的證據鏈，充分證明了糯康
犯罪集團實施「10．5」案件的犯罪事實。

■今年5月，老撾警方將「金三角」販毒集

團首犯糯康移交給中國警方。 網上圖片

■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左)17日晚抵達北京，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等前

往機場迎接帕內塔一行。 美聯社

9月20日，溫家寶總理和歐盟領導人將出席在

布魯塞爾舉行的第15次中歐領導人會晤。這是

在全球經濟形勢嚴峻複雜、歐債危機持續發

酵、中歐都處在發展關鍵時期的背景下，舉行

的一次有特殊意義的重要會晤。

中歐非對手而是夥伴
中歐從來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夥伴。自

2003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取得長

足發展。

首先，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不斷增強。溫家

寶、李克強副總理等中國領導人先後訪問了歐盟總

部。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

等領導人先後訪華。中國領導人與歐盟成員國領導人

互訪更是不斷。此外，中歐雙方還建立了高級別戰略

對話、經貿高層對話、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等60

多個磋商和對話機制，涵蓋了政治、經貿、人文、科

技、能源、環保等眾多領域，進一步夯實了中歐關係

的基礎。

第二，經貿關係快速發展，實現了互利共贏。歐盟

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技術引進來源地和

重要投資方。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和增長最快

的出口市場。2011年中歐貿易總額高達5,672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2012年1月至7月雙方貿易額為3,157.53億

美元。截至2011年底歐盟在華直接投資785億美元。

2011年中國在歐盟非金融類投資為42億美元，同比增

長94.1%。經貿合作使雙方利益交融，依存加深。

第三，人文交流新發展，提高了相互認知。近年，中

歐已舉辦了兩屆「中歐文化高峰論壇」。2011年定為「中

歐青年交流年」，這是迄今雙方舉辦的最大規模的人文交

流活動，加深了相互了解，特別是青年之間的友誼。

中歐關係能取得上述進展的主要原因是，雙方努力做

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此次中

歐領導人會晤將對未來合作的方向和前景作出新規劃，

釋放共同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信號。

光伏調查處理不當兩敗俱傷

中歐相互依存越大，利益交融越深，問題和摩擦就

越多，雙方各有自己的關切，這是正常現象。關鍵在

於雙方怎樣應對。中歐建交30多年的歷史證明，只要

雙方始終以合作處理分歧，以對話化解矛盾，堅持反

對保護主義，就能妥善處理中歐關係中出現的問題。

最近歐盟委員會罔顧中方的交涉和歐盟一些成員國及

企業的反對，執意啟動對華光伏產品反傾銷調查，涉

案金額高達200多億美元，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貿易

爭端。如處理不當，會導致兩敗俱傷，到頭來歐盟將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正如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

任埃里克松指出的：畢竟歐洲依賴貿易，而貿易保護

主義最終會破壞自己的經濟基礎。

（作者為中國前駐法國大使）

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
—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展望 蔡方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9月14日從天津港保稅
區獲悉，《天津港保稅區空港經濟區國家生
態工業示範園區建設規劃》近日通過環保
部、科技部和商務部專家論證。這也是天津
市第三家通過該建設規劃的功能區，此前，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濱海高新區華苑科技

園已經獲得「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稱號。
據介紹，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是依據清

潔生產要求、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原
理而設計建立的一種新型工業園區。到2015
年，保稅區將達到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的
五大類31項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內地所建同
類型中最大的海洋工程模塊—

「KJO CLP  綜合生活樓」裝船交付
儀式在濱海臨港經濟區舉行，該模
塊是迄今為止中國出口中東最大的
控制及生活樓海洋工程平台。

據了解，該模塊長42.8米，寬34
米，高度達35米，總重量達到2,545
噸，分為底層甲板、生活樓及飛機
甲板三大部分。底層甲板安裝了消
防泵、造水機、淡水罐、空氣壓縮
機、電熱水器、污水處理裝置、電
氣設備間等設施；生活樓共四層，
定員69人，安全及膳宿設施可滿足
114人要求；飛機甲板能停放最大長
度為22米的直升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方網消息，為了給遊
客呈現最完整、最真實的航母全貌，濱海航
母主題公園今年開始了對「基輔號」航母艦
內艙室的新一輪改造。繼艦島部分日前向遊
客開放後，位於甲板以下第四至七層的玄武

岩導彈庫也將於「十一」黃金周期間揭開神
秘面紗。

9月14日，航母公園邀請到中國三位重量
級軍事導彈專家，為導彈庫改造進行專業指
導。

天津將啟建第三個生態工業園

國產最大海工模塊出口中東

基輔號航母導彈庫「十一」亮相

■ 天 津 博

邁 科 海 洋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的 海 洋 工

程模塊—

「KJO CLP

綜 合 生 活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