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

匯報訊 據

教育部網

站消息：

中共中央

組織部副

部長潘立

剛昨日在

北京大學

宣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任

免決定，王恩哥（見圖）擔任

北京大學校長（副部長級）；

因年齡原因，周其鳳不再擔任

北京大學校長職務。

祖籍上海的王恩哥於1957年

1月出生，1982年2月入黨，

1975年8月參加工作，北京大

學物理系固體物理專業博士研

究生畢業，教授，中國科學院

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物理所

所長、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

長、北京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等職務，

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任北京大學副校

長（正局級），2012年6月至今任北京大

學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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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釣島作戰計劃 料激化局勢
專家指中國或增加海監船執法頻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日本共同社報道

稱，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昨日（22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日美制定釣島共同作戰計劃屬於「日常研究範圍」，

要求中方保持冷靜。對此，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亞

問題專家梁雲祥向本報表示，日美同盟與中國目前正處

於安全困境，雙方互不信任，未來雙方不管是在語言上

或是行動上，不排除有繼續升級矛盾的可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1日表示，對相關報道「嚴重關切」，並
強調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政府有信心、有能力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任何外來壓力都不能動搖中國政府和人民捍
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堅定意志和決心。

日尋求進一步與美捆綁

梁雲祥指出，日本鑒於安全問題，會尋求進一步與美國捆綁。事
實上，所謂在釣島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的美國，一直在向 日本，
「日美在圍繞釣島問題上，會做相關預案，比如針對中國奪島的預
案，只是之前沒有公開說。」
現在日本之所以「跳」出來公開說，在梁雲祥看來，日本是為了

向外界表明與美國的緊密關係，但在釣島問題上，美國究竟會多傾
向日本，是否會「火中取栗」幫助日本亦引各方關注。
梁雲祥認為，不管日本是表明姿態，還是爭取美國更大支持，公

開表明日美制定釣島共同作戰計劃勢必會刺激到中國，相信中國一
定會強烈反對，並且會有所行動，比如增加海監船赴釣島巡航的頻
次，或是進一步深入釣島12海里範圍等。
此前日本媒體報道稱，美日兩國政府計劃圍繞釣魚島問題制定一

份所謂的「共同防衛計劃」，這是美日雙方首次針對「日本領土的
特定區域」制定的詳細防衛計劃。屆時，美日兩國基於《美日安保
條約》共同應對緊急事態的姿態將更加鮮明，同時也可對中國的
「挑釁行為」進行有效遏制。比如，如果中國海軍軍艦在釣魚島領
海內使用武力，這份防衛計劃將作為美日共同的行動指南。
報道亦稱，日本統合幕僚長(相當於總參謀長)巖崎茂與美國太平洋

軍司令洛克利爾21日在夏威夷會談時，就加速制定作戰計劃展開磋
商。

日副首相麻生料4月訪京
另據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計劃在4月訪問中

國，尋求與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會談，為後續日中領導人會
晤做前期熱身準備。報道認為，如果能實現這一次訪問，將是去年
8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問題發生以來，日本最高政府首
腦訪問北京。
報道稱，目前兼任日本財務大臣的麻生太郎此次是借出席「中日財

長對話」會議的機會訪問北京。「中日財長對話」會議至今已舉行了
四次，今年是第五次。日本政府關係人士就此稱，此次對話會議的主
要議題是強化經濟領域的兩國關係，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
報道亦稱，日本政府計劃於今年5月在韓國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首

腦峰會上，實現安倍首相與李克強總理的單獨會談，以尋求兩國關
係的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美
國海軍「自由」號瀕海戰鬥艦20日進
入西太平洋，駛往新加坡。按計劃，
「自由」號未來8個月內將部署在新加
坡，最終，多達4艘瀕海戰鬥艦將輪
番部署於新加坡樟宜基地，以便對南
海突發事態作出反應。
據美國《時代》周刊21日報道，瀕

海戰鬥艦是美海軍下一代水面戰艦，
具有小型攻擊運輸艦的能力。根據美
海軍制定的計劃，美軍最終將擁有55
艘瀕海戰鬥艦，其中大部分將部署到
亞太地區。

日專家：象徵對中國直接挑戰

報道稱，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喬納森．格林納特上
將解釋說，瀕海戰鬥艦「不是正在駛向南海、挑戰
中國軍隊的大型水面艦艇，那不是它們所做的」。
相反，瀕海戰鬥艦將聚焦於演練、港口訪問、反海
盜任務、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然而，美日一些媒
體和專家卻對此有 不同的解讀。《時代》周刊

稱，隨 本周適用於沿海作戰的新型軍艦抵達，美
國的「亞洲支點戰略」以及潛在同中國的對抗變得
更加真實。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海事安全專家小谷
哲夫說，瀕海戰鬥艦象徵 對中國的一個直接挑
戰，這種新型戰艦很大程度上將在具有重要戰略意
義的馬六甲海峽和南海淺水區活動，「鑒於其作戰
能力，部署『自由』號不僅是象徵性的，而且還是
實質性的，亞洲的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尊重還是挑戰
這樣的部署。」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昨掛牌

美瀕海戰艦部署亞太謀制華

地方一把手調整到位 平均年齡5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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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22日上午，隨 汽笛一
聲長鳴，中國最大的綜合執
法漁政船—中國漁政312船
緩緩駛離中國漁政南海總隊
廣州新洲碼頭，該漁政船當
天正式入列中國漁政南海區
漁政局，首航南沙護漁，並
在南海相關海域執行巡航護
漁任務。
中國漁政312船入列暨首航

儀式22日在廣州舉行。據介
紹，中國漁政312船的前身是
海軍東海艦隊東油621船，滿
載排水量4,950噸，長101
米，寬13.8米，高5.5米，最
大航速14節，續航能力2,400
海里/11節。2013年2月1日，
經廣州中船黃埔造船有限公
司黃埔造船進行設備更新、
改裝完工後，交付中國漁政
南海區漁政局使用。
南海區漁政局有關負責人

稱，中國漁政312船入列使用
後，將為看住黃岩島、守住
美濟礁，南沙海域常態化護
漁，西沙北部灣海域常態化
監管等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後
勤保障，為保護漁民合法權
益和生命財產安全、維持海
洋正常漁業生產秩序、維護
國家海洋權益作出貢獻。中
國漁政312船可提高編隊的續
航能力，必要時可為護漁編
隊和南沙生產漁船提供補
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全
國「兩會」後，31個省區市委書記已調整到
位。據統計，內地31位「封疆大吏」平均年
齡為59.2歲，籍貫為河北省的最多。其中，
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重慶市委書記孫政
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廣
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6人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
「兩會」期間，多名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晉

升國家領導人，涉及相關的人事調整已基本
到位。3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發佈決定五省
黨委書記。周本順任河北省委書記，王憲魁

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強衛任江西省委書記，
郭庚茂任河南省委書記，徐守盛任湖南省委
書記。
五位新「封疆大吏」中，郭庚茂、徐守

盛、王憲魁都是由省長直升為省委書記；強
衛的職務屬省際調動，由青海省委書記調任
江西省委書記；周本順則是由中央社會治安
綜合治理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書
長，「空降」為河北省委書記。

多具基層工作經驗

據統計，31位省區一把手平均年齡59.2
歲，較2012年名單平均年齡58.1歲有所增長。

如將6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計算在內，平均年
齡為59.7歲。
對比2012年7月地方黨委換屆後的31省份黨

委書記名單，「40後」黨委書記由6人減少到
了1人，「50後」則從22人增加到了28人，另
有「60後」2人，出生於1963年的胡春華、孫
政才仍是最年輕的省市委書記。
有媒體觀察認為，新任省委書記們普遍曾

在多地、多個崗位任職，具有豐富的執政履
歷，特別是多年的基層歷練。例如，接替盧
展工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的郭庚茂，曾是一名
公社黨委副書記；履新青海省委書記的駱惠
寧，曾是一名煉鋼廠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
息：昨日早上，「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牌子被悄
然摘下，換上新牌「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儘
管只有一字之差，新組建的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將統合食安辦、藥監、
質檢、工商相應職責，對食
品和藥品的生產、流通、消
費環節進行「無縫監管」。
昨日點擊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局官方網址看到，其網站首頁頂端的
機構名稱已換成「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總局」，「局領導」一欄也寫上了
張勇的名字。
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官

方網站介紹，張勇1953年生於北京
市，曾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原國
家計劃委員會、國務院辦公廳等單位
工作。就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局長前，張勇在國務院食品安全辦
主任一職上工作了3年。

中國巴西將簽貨幣互換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與巴西就建立1,900億元人民幣/600億
巴西雷亞爾的貨幣互換機制協議文本
達成一致，擬近期簽署。
在外交部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據報道，21日，巴西工業貿易部負責
人稱，巴西希望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五次會晤期間，與中國簽訂兩國貨幣
互換協議。中方對此持何立場？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近期，中國人
民銀行與巴西中央銀行已就建立規模為
1,900億元人民幣/600億巴西雷亞爾的雙
邊本幣互換機制協議文本達成一致，擬
於近期簽署。
他表示，建立中國和巴西雙邊本幣

互換機制，有利於加強雙邊金融合
作，便利兩國經貿往來，共同維護金
融穩定。

美對華不 鋼水槽徵「雙反」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

國際貿易委員會21日作出終裁，認定
從中國進口的不 鋼水槽損害了美國
產業，美國將對此類產品徵收反傾銷
和反補貼（「雙反」）關稅。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6名委員當天一

致同意作出上述決定。由於美國商務
部此前已終裁認定中國向美國出口的
不 鋼水槽存在傾銷和補貼行為，根

據美方程序，美國商務部現在可以要
求海關對此類產品徵收「雙反」關
稅。
根據美國商務部2月份裁定的徵稅幅

度，美國將對中國產不 鋼水槽徵收
27.14%至76.53%的反傾銷稅，以及
4.8%至12.26%的反補貼稅。根據美國
商務部的數據，2001年美國從中國共
進口了價值1.18億美元的不 鋼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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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航編隊亞丁灣驅18艘可疑小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亞丁灣
當地時間3月21日中
午，正在執行首次獨
立護航任務的中國海
軍第十四批護航編隊
在亞丁灣東部海域，
成功驅離多批可疑目
標，保證了被護船舶
的安全。
12時40分，正在執

行第559批護航任務
的護航編隊哈爾濱艦
雷達部位報告，位於
編隊左前方8海里處發現數艘可疑船隻，經
過小目標識別，外形為漁船，但航跡可疑，
正向編隊高速接近。
編隊迅速「轉入二級反海盜部署」，直升

機轉一等戰鬥值班，立即出庫，展開旋翼。
哈爾濱艦快速反應，並用強光、強聲系統對
目標進行警告。多名特戰隊員攜帶武器裝備
就位，吊放兩艘小艇，迅速駛向商船，實施
伴隨護航，並向商船通報情況。
經查證，護航編隊發現可疑小艇18艘，分

兩群聚集，面對直升機的查證威懾，可疑小

艇沒有放棄行動，部分小艇繼續向被護商船
駛來，試探直升機的行動。面對小艇可疑的
動向，編隊指揮所立即決定，向繼續抵近的
可疑小艇發射信號彈和爆震彈進行驅離。
13時20分，可疑小艇停止向商船靠近。哈

爾濱艦瞭望更報告，有4艘可疑小艇企圖橫
穿中國軍艦尾部，指揮所立即組織直升機快
速飛臨可疑目標上空，進行警告驅離，可疑
小艇隨即掉頭駛離中國海軍編隊航線。
當天晚上20時30分，第559批被護商船安全

抵達解護點。

■美國海軍「自由」號瀕海戰鬥艦。 網上圖片

■漁政執法人員拋下纜繩，中國漁政

312船徐徐駛離廣州的碼頭。 新華社

■日本媒體稱，美日計劃圍繞釣魚島問題制定一份所謂的「共同防衛計劃」。圖為美日聯合軍事演習。

資料圖片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將統合食安辦、藥

監、質檢、工商相應職責。 新華網

■護航編隊的特戰隊員駕駛小艇迅速駛向受威脅商船。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