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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上合承諾 落實百億美元貸款
首要實現區內基建聯通 研設經濟技術合作基金

中吉總理會談 商開發水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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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說，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0年來，各國增
進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共同制定了務實合作

規劃，搭建了多層次合作平台，實施了一系列重大
合作舉措，為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增
進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作出了不懈努力。上合組織
大家庭不斷擴大，影響力明顯增強，成為維護地區
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的戰略依托。展望第二個
十年，我們要弘揚「上海精神」，牢牢把握機遇，齊
心協力，開闢更加廣闊的合作前景。

力推框架下經貿合作
溫家寶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持續5年，帶來

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當前，世界經濟復
甦勢頭明顯減弱，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不斷向
中亞地區蔓延，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我
們要加強團結、互信、互助，在涉及地區安全、穩
定的重大問題上密切溝通協調，共同防範和抵禦外
來干涉。堅定支持彼此捍衛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努
力，切實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我們要以
開放包容的精神對待分歧，以建設性的態度探尋解
決問題的方法，以互利共贏的方式克服合作中遇到
的困難，以長遠和戰略的眼光謀劃共同發展，以更
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措施增強本區域的整體
實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溫家寶提出，把實現本組織區域內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作為務實合作的首要目標，進行科學論證和規
劃，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按照市場方式進行
運作，確保質量和效益。中方願同各方加強配合，
落實今年6月承諾提供的100億美元貸款，研究設立
面向本地區的經濟技術合作基金，推進本組織開發
銀行組建工作；發展上合組織移動通信衛星服務，
使之成為本組織統一的應急、救災、反恐、移動通
信服務平台；成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環境保護
合作中心」，加強環保能力建設；在打擊「三股勢

力」、毒品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方面形成更加強大合
力，建立預警救災中心，積極開展糧食合作。

多國讚溫總貢獻 冀加強與華合作
各方高度讚賞溫家寶總理在會上提出的主張和建

議，認為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複雜變化的大背景
下，各國要加強戰略溝通，以團結應對挑戰，以合
作促進發展，更好地維護共同利益。主持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一次會議的吉爾吉斯斯坦總理
薩特巴爾季耶夫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哈薩克
斯坦總理阿赫梅托夫、塔吉克斯坦總理阿基洛夫等
多國領導人在會上表示，中國總理溫家寶10年來為
促進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務實合作和本組織發展
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向溫家寶致以真誠的感謝和
美好祝願，希望繼續加強同中國的合作。

會議決定下次總理會議將於2013年在烏茲別克斯
坦舉行。會議發表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理
事會會議聯合公報》的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電：中國總理溫家寶4日在比
什凱克與吉爾吉斯斯坦總理薩特巴爾季耶夫舉行會談。
溫家寶表示，雙方要加強口岸、海關合作，進一步提升
中國新疆與吉方的經貿合作規模和水平，推進中吉烏鐵
路建設，商談開發薩雷扎斯河水電資源。

溫家寶說，中吉建交20年來，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的重大問題上始終相互支持，經濟、安全、人文等領
域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溫家寶表示，中國政府鼓勵本國企業擴大對吉投資，
共同開拓市場，歡迎吉方向中國出口更多產品；雙方要
盡快商簽《中吉毗鄰地區合作規劃綱要》，加強口岸、
海關合作，進一步提升中國新疆與吉方的經貿合作規模
和水平；推進中吉烏鐵路建設，商談開發薩雷扎斯河水

電資源，共建農業示範區，擴大教育、文化等領域合
作。

薩特巴爾季耶夫表示，吉方感謝中方的幫助和支持，
願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完善合作機制，共同規劃並擴
大經貿、農業合作，推進中吉烏鐵路建設和水電資源開
發，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吉爾吉斯斯坦將與中國等上合
組織成員國共同努力，為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

當天，溫家寶還會見了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
夫。溫家寶表示，雙方要共同努力，保持高層溝通，攜
手應對挑戰，加強執法安全合作，嚴厲打擊「三股勢力」

（伊斯蘭暴力恐怖勢力、伊斯蘭民族分裂勢力、伊斯蘭
宗教極端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5日電：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一次會議5日在吉爾吉斯

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中國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他在講話中提出，要把實現本組織

區域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務實合作的首要目標，中方願同各方加強配合，落實今年6

月承諾提供的100億美元貸款，研究設立面向本地區的經濟技術合作基金，推進本組織

開發銀行組建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何凡 北京

報道）釣島局勢扭轉，南海紛爭未結，全
國政協委員林嘉騋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
出，「建設海洋強國」首次載入中共十八
大報告，是面向未來十年戰略機遇期極具
戰略意義的決策。他表示，要從歷史與戰
略高度抓緊對中國海洋權益的研究與保護
工作。在加強護衛南海、釣島海域主權的
同時，中國也須更加重視加強海底資源開
發勘探利用。

林嘉騋說，南海海底資源開發與權益維
護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內容。針對
中國周邊海域海權不斷受到周邊國家的挑
釁，林嘉騋指出，從之前菲律賓挑起的黃
岩島爭端、到越南的戰機侵入南沙群島
等，中國海洋主權受到挑釁，維護海洋主
權不能有絲毫讓步。中國須刻不容緩地加
強海軍力量建設，以維護國家利益。

兩岸宜把握契機 共保釣增互信
林嘉騋指出，兩岸海軍如能把握契機，

探討聯合展開共同保釣行動乃至軍事演
習，可加強兩岸軍事互信。他建議，三沙
市與太平島都有機場，宜考慮共建可供飛
機、船艦停泊的供給基地。而在民間層
面，兩岸可展開全方位的、多樣化的合
作，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與台灣民
意代表可適當組織到釣魚島走走；兩岸可
開放發展郵輪旅遊到三沙、太平島等島
嶼；兩岸可組織科考隊到海洋進行勘察科
考活動等」。

林嘉騋也倡議組建太平洋艦隊。「在全
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強大的海軍是維護國
家航運、貿易、能源、漁業利益的必需，
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然。」他說，中國
現在有三大艦隊，均側重於近海防禦。反
觀俄羅斯、美國都有太平洋艦隊，具有重
要的戰略影響力和威懾力。中國應組建遠
洋艦隊，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同時也應
適時考慮在世界其他地區建立軍事基地，
為海軍走向遠海提供支持。在全球一體化
背景下，強大的海軍是維護國家航運、貿
易、能源、漁業利益的必需，也是維護國
家安全的必然。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委員林嘉騋(右)接受本報

專訪。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由頁，實習記者 邢麗娜 北京

報道）5日上午，因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名聲大噪的莫言
從首都機場啟程，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10日舉行的頒
獎儀式，他在機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陽光燦爛，
感受很好」。

9時左右，莫言一行乘中巴抵達首都機場。莫言頭戴
黑色皮帽，身穿藍色羽絨服搭配格子圍巾。一出中巴
車，就引來守候在貴賓通道入口的記者和過往旅客的關
注。莫言面帶微笑，向四周揮手示意，面對媒體採訪，
只簡短說了「陽光燦爛，感受很好」8個字。之後直至
登機，再未接受媒體採訪。

據了解，此次陪同莫言赴瑞的除他的妻子、女兒以及
山東省高密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邵春生外，還有
多位翻譯陪同，包括英語、俄語和西班牙語翻譯等。莫
言表示，邀請這些翻譯家共同前往，是為了表示對他們
工作的深深謝意。

多名翻譯隨行 裝「入鄉隨俗」
此次赴瑞典領獎，莫言延續了一貫沉穩低調的風格，

事先並未對媒體透露具體的行程安排。 據悉，有先於
莫言到達瑞典的內地媒體想去機場接機，也被他婉言謝
絕。

有消息稱，莫言的此次領獎行程安排相當緊湊。6日
抵達瑞典後，要逗留一到兩周，會有3到4場演講，包括
3場重要的大學演講。其間，莫言還將參加華人華僑、
中國大使館等為其舉辦的午宴。

此前關於莫言「領獎穿什麼」的話題，曾一度引發外
界的激烈討論。據邵春生透露，莫言準備了包括燕尾
服、中山裝、西裝在內的5套服裝，以備不同場合的需
要。

莫言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曾表示：「中國有中國的民族
服裝，其他國家有其他國家的民族服裝。這就是一個個
人喜好。另外，我也會按照當地人家的要求來 裝。比
如我們現在有很多會議規定， 正裝，或者可以 便
服，也都有要求。還是遵照人家典禮的有關要求，入鄉
隨俗吧。」

此外，莫言的獲獎演說也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之一。對
此，莫言表示，他演講的內容就是「談文學、講故
事」，內容會涉及家鄉、親人和風土人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醞釀許久的「北京72
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昨日出
台，從明年1月1日起，包括美、
英、法、俄、澳、加、韓、日
在內的45個國家的外籍遊客，只
需持有第三國簽證和機票，即
可在北京口岸享受72小時過境免
簽。　　

北京邊檢相關負責人昨日在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過境免簽
的遊客，需符合持有本人有效
國籍證件，符合入境條件、持
有第三國過境聯程機票的條
件，且免簽遊客只能在規定的72
小時內停留，並必須在北京口
岸離境。北京市旅遊委副主任
王粵會上表示，到去年為止，
北京市年入境遊人次約為500
萬，而經首都機場不入境轉機
的遊客也有500餘萬人次，「72
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意味 北
京的入境遊規模可擴大一倍。

王粵同時指出，上述政策於
2013年1月1日實施後，將為北京
新增大量直接和間接就業機
會。相應的寬鬆免稅政策，還
將促進北京旅遊和餐飲、購
物、住宿、休閒、會展、商務
等行業的發展。此外，過境遊
客1/3以上時間是在夜間，這也
將帶動北京夜間餐飲、娛樂、
演出的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趙 一 存

北京報道）國際
環保組織「綠色
和平」前日在京
發佈報告，直指
在浙江紹興縣和
杭州兩個工業園
區污水處理廠排
放的污水中，檢
測出多種有毒有
害物質，使用這
兩家污水處理廠

處理和排放污水的企業包括Levi's、Calvin Klein等數十家國際服裝品
牌的供應商。該組織呼籲，政府應從源頭管控並主動公開有毒有害
物質的使用和排放，切實監督企業公開排污信息。

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主任稱，兩個園區的排污管日處理量均在
數十萬噸級，且日夜不停地向錢塘江排放含有多種有毒有害物質的
污水。

環保部門：不影響飲用水
5日，杭州市蕭山區環保局回應稱，印染企業排放的是經過處理後

的廢水流入下游杭州灣，不會影響到上游「浙江母親河」錢塘江飲
用水。　　

杭州市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周海濱向記者正面回應此事，他說，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事實基本存在，但現階段中國環保治理水平
與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全氟辛酸（PFOA）和氯苯等幾種
物質的檢測國內無量化檢測標準。環保局下屬臨江工業園區臨江污
水處理廠所排的是廢水，毒水這一說法尚無科學指標依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國家
環保部昨日發佈內地首部大氣污染防治國家級規
劃《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範圍
涵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13個重點區域，
涉及19個省區市。該規劃要求到2015年，珠三角
地區的PM2.5年均濃度將下降6%。

《規劃》提出，到2015年，重點區域二氧化硫
排放總量將下降12%、氮氧化物下降13%、工業
煙粉塵排放總量下降10%；環境空氣質量有所改
善，可吸入顆粒物（PM10）年均濃度下降10%、
二氧化硫下降10%、二氧化氮下降7%、細顆粒物

（PM2.5）年均濃度下降5%，臭氧污染得到初步
控制，酸雨污染有所減輕。而針對京津冀、長三
角、珠三角區域複合型污染十分嚴重的特點，該
規劃要求PM2.5年均濃度要下降6%。

國際名企排污 錢塘江「中毒」 國家減污目標
3年PM2.5降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通訊員 楊文川

深圳報道) 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最後工程—
三圍碼頭通航孔架樑合龍3日至8日進行施工。據
介紹，此次使用的起重船「長大海升」號是目前
亞洲最大的起重船，總噸15,676，淨噸4,702，吊
臂長最高135米，起重噸3,200噸，相當於能夠一
次吊起11架空載的A380客機。

亞洲最大起重船
助力廣深沿江高速

■溫家寶與吉爾吉斯斯坦總理薩特巴爾季耶夫舉行會談後，

出席相關文件簽字儀式。 新華社

■溫家寶5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一次會議並發表講話，承諾落實100億美元貸款。 新華社

■莫言5日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啟程赴瑞典。圖為莫言

下車進入機場貴賓室前揮手。 中新社

莫言赴瑞典領獎 談文學講故事

■綠色和平將10個身穿品牌服裝的塑料模特固定

在錢塘江邊污水處理廠排出的「黑色漩渦」處，

以此呼籲保護江河。 本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