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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重振光伏業靠國內市場
強調企業要提高技術水平 以創新贏得新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

日在考察河北省邢台光伏企業時說，除了穩住國際市

場，重要的是啟動國內市場，消化產能。國家制定了

促進光伏發電的政策，包括發展分散式光伏發電，鼓

勵單位社區家庭使用光伏發電裝置，給光伏發電電量

補貼、稅收優惠，電網為光伏發電併網提供便利。

考察期間，有企業負責人對李克強說，我們知道您做了默克
爾、巴羅佐的工作，歐盟在最後一刻將臨時反傾銷稅從

47.6%下調到11.8%。

制定政策鼓勵使用光伏產品

李克強說，成效是有的，但談判沒有結束。我們堅決反對貿易
保護主義，希望企業和政府一起做好工作。

李克強指出，面對嚴峻的競爭形勢，勢必要淘汰落後生產能
力，保留先進生產能力。企業要進一步提高技術和裝備水平，努
力掌握核心技術，以創新贏得新優勢。

李克強表示，除了穩住國際市場，重要的是啟動國內市場，消
化產能。國家制定了促進光伏發電的政策，包括發展分佈式光伏
發電，鼓勵單位社區家庭使用光伏發電裝置，給光伏發電電量補
貼、稅收優惠，電網為光伏發電併網提供便利。

李克強強調，中國光伏是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性新興產
業。任何一個行業、企業，要保持世界領先都不會一帆風順。困
難是暫時的，我相信你們在挫折當中會更加成熟，一定會走出困
境。

內地光伏企業「棄歐轉亞」

據中新社報道，在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從事光伏產
品生產貿易的浙江商人周波表示，目前已將眼光轉向了東南亞、
南亞市場，並期望通過雲南昆交會、南博會等國際展會平台「借
滇西進」。

周波稱，「因為歐美市場的反壟斷措施，我們開始縮減歐洲市
場，轉向東南亞，並將公司從浙江『轉場』雲南並開設工廠」。周
波說：「雲南具有很好的區位優勢，其毗鄰的東南亞、南亞市場
對能源需求量都很大。另一方面，隨 中國太陽能板的支柱產業
鏈的形成，中國光伏產品成本正在下降，有利於拓展外貿局面。」

「目前，我們的光伏產品已開始出口緬甸、老撾、孟加拉等
國，但佔總產量比重不大。通過這個平台，我們能夠接洽到更廣
區域內的市場。」周波認為，「借滇西進」是中國光伏企業的重
新調整外貿佈局的思路之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歐盟日前宣佈
將自6月6日至8月6日
對產自中國的光伏
產品徵收11.8%的臨
時反傾銷稅，歐盟
的行為在國際國內
引起較大反響。十
一 屆 全 國 政 協 常

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歐盟「雙反」中國光伏，是一
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歐盟對中國光伏產品實行『雙反』，其中
絕大多數歐盟國家是反對的，歐盟80%以上的

光伏企業是反對的。」劉漢元說，歐盟一意孤
行，只會損人不利已。這一事件，將破壞自由
貿易規則，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歐盟的
行為，無異於一個「愛告狀的幼稚小男孩」。

劉漢元說，國家應出台一套政策，放開光
電、風電市場，給企業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
環境惡劣任何種子都難以生存，經濟環境不
好，企業也照樣難以發展。國家應該適當鼓勵
光伏產業的發展，充分動員市場、資本、社會
的力量，才能激活這一方興未艾的新能源市
場。

「美國、歐盟相繼祭出『雙反』大棒，怎樣
穩住中國光伏產業值得深思。」劉漢元說，期
待國家能夠堅決、果斷處理好此事，給國內光
伏產業一條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7日在河北邯鄲考察三夏麥收情況。

在裴堡東村，李克強走進田間仔細察看小麥
長勢、並登上聯合收割機向司機了解麥收情
況。他們說，今年小麥長勢普遍很好，顆粒飽
滿，每畝麥穗量也有一定增加。李克強說，小
麥是夏糧的主要品種、是填飽肚子的口糧，小
麥增收不僅會使農民增收，也會使天下安心。

在田間，李克強對正在收割小麥的農民說，
這幾天有連陰雨，而且雨量比較大，要抓緊搶
收，既然收穫了豐收，就要爭取做到顆粒入
倉，不浪費一粒糧食。

正在操作聯合收割機進行小麥收割的司機本
身也是農民，他們中還有不少從6月初便在河
南等地進行跨區作業，一路向北收割小麥來到
河北。得知這一情況，李克強說，你們從南到
北勞作，既節約了勞力、又提高了效率，還給
自己增加了收入。你們很了不起。

李克強還向當地農民詳細了解小麥播種及田
間管理的情況。李克強說，在播種時選育良
種，並深鬆土壤、進行科學化的田間管理，糧
食生產還會有繼續增收的餘地，今年豐收了，
祝你們來年再次收穫豐收。

韓總統月底訪華 冀增互信

前政協常委斥歐盟損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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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納拘中國採金人 疑歐美礦企主使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

青瓦台發言人金杏7日表示，受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朴槿惠
總統將於本月27-30日對中國進行國
事訪問。訪華第一天，朴槿惠將在
北京同習近平舉行就任以來的首次
韓中首腦會談。

金杏還說，韓中兩國在建交20年
間取得飛速發展，朴槿惠總統此次
訪華將成為增強兩國領導人之間的
互信，促進兩國關係實現新飛躍的
歷史性事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曾在5月23
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朴槿
惠總統就任以來，中韓兩國領導人
通過函電、特使、通話等方式互動

頻繁，中韓關係發展良好。中方相
信，朴槿惠總統此次訪華必將使中
韓關係進入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

「先遣隊」昨抵中國

據分析，韓中兩國領導人可能就
發展兩國關係、韓中自貿協定等經
濟合作方案進行廣泛商討。

據悉，由10餘人組成的「訪華先
遣隊」於7日訪問中國，為朴槿惠6
月下旬訪問中國做準備。韓聯社報
道稱，先遣隊將從6月7日開始對中
國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他們將先
後訪問北京以及朴槿惠計劃訪問的
另一座中國城市，對有關情況進行
預先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通社報道，
近日發生的中國淘金工人加納被扣押事件引起
中國媒體廣泛關注。消息指，加納政府驅逐中
國採金人背後，有當地歐美大型礦企的影子，
因為中國採金者的到來，影響到了他們的利
益。

使館將組織躲藏國人撤離

素有「黃金海岸」之稱的加納，目前有超過
3萬中國廣西上林縣人士在當地從事採金業。
目前加納每年出產98噸黃金，有一半是由中國
人在開採。

近日，加納當局發動打擊中國人非法採金行
動，中國駐加使館6月5日證實124名中國公民
被加納政府扣押。被扣押者均是在加納的中國
非法採金者，九成以上是廣西上林人。

中國駐加納使館發言人于傑6日說，使館派
出的兩個小組分別抵達庫馬西和敦誇礦區，與
當地執法部門展開交涉，將組織躲藏的中國礦
工盡快撤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7日的例行記者會
上介紹加納方面抓扣大量中方非法採金人員最
新情況時表示，中方向加納方面提出，對於自
願離開加納的中方人員應該提供安全保障和通
行便利。

加納下周遣返被捕169人

據新京報報道，加納方面表示，近期將暫停
在非法採金礦點以外的地點抓捕非法採金人
員，同時為有意回國的中方非法採金人員提供
便利。

而據法新社報道，加納移民局昨日表示，涉
嫌非法採礦被捕的169名中國公民將不被起
訴，料於下周中期被遞解出境。據報，他們現
被拘留於首都阿克拉一移民局大樓內，昨日在
當地裁判法院提堂，當局要求於遣返前將他們
繼續還柙。

上林商人或損失逾2億元

目前頗受爭議的是中國商人利用旅遊簽證非
法滯留在加納採金的問題。不過，加納著名報
紙《加納時報》承認，採金涉及到當地酋長、
官員、政客、地方警察等諸多重要人物的利
益，不少非法採金者正是被這些人物招攬進加
納的。

加納中國礦業協會秘書長蘇震宇表示，加納
政府驅逐中國採金人背後，有當地歐美大型礦
企的影子，因為中國採金人的到來，影響到了
他們的利益。「甚至我們問警察是誰出錢讓你
們過來的，他們都毫不避諱地說出了那些歐美

大礦的名字」。
據多位當地廣西上林商人反映，很多工地的

設備、金子、錢、汽車都被搶光，人則被抓起
來投入獄中，損失慘重。據了解，上林在加納
投資的採金線超過1,000條，以每條300萬元人
民幣成本計算，上林人在加納的投資多達30億
元人民幣，而此次加納官方行動導致的損失或
超過2億元人民幣。

加媒：中國在海南建航母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

道，根據最新一期加拿大《漢和防
務評論月刊》報道，通過衛星圖片
分析，從2010年開始，海南六街村
就拆遷當地居民，實施大型水下爆
破工程。而當時《漢和》就估計，
當地要建設龐大海軍設施。

報道表示，今年2月的衛星圖片
顯示，六街村出現了與青島「遼寧」
艦航母基地尺寸完全相同的大型艦
橋，目前依然在修建之中。

報道指出，艦橋長度600米，寬
120米，足以停靠2艘航母，與北海
艦隊的航母艦橋遙相呼應，看來中
國海軍建設航空母艦艦隊的野心相
當大，至少有4艘。

據報道，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化
的配套設施的建設；在六街村，地
下洞庫的出口至少已經發現3、4
個，可見相當大型的地下彈藥庫正
在建設之中。此外，配套的飛行員
宿舍、司令部大院也在建設中；飛
行員大樓與青島「遼寧」艦基地的
大樓完全相同，大約12棟，每棟每
層24個單元。

報道說，衛星圖片還顯示出新的
地對空飛彈基地，距離航艦母港艦
橋3,000米以內，基地被綠化覆蓋，
似乎部署的是紅旗—2中程地對空
導彈。

《漢和》據此判斷，中國海軍建
造的航母即將開工。

中德建認證認可合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7日披露，
在剛剛結束的中德產品安全合作工
作組第三次年度會議上，國家認監
委總工程師劉衛軍與德國經濟技術
部司長哈頓共同簽署了《中德認證
認可領域合作安排》。

據知，這標誌 中德認證認可合
作機制正式建立，將為兩國經貿交
流提供協調貿易政策和市場准入措
施的重要平台。

本次會議上簽署的《中德認證認

可合作安排》確定了中德認證認可
領域合作的目標、方向、形式，以
及合作機制的架構、運行方式等，
規劃了中德認證認可合作的路線
圖。本次會議雙方還達成未來五年
的合作計劃，確定了下一年度的具
體合作項目。有業內人士表示，

《中德認證認可合作安排》的簽
署，將引領中德認證認可領域交流
合作實質性推進，更加有效地提高
兩國產品質量，提升兩國間貿易的
便利化程度。

三峽工程移民資金
2.79億被挪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審計署昨
日公佈首份長江三峽工程竣工財務決算草案審計結果顯
示，按物價和利率等影響因素測算，三峽工程動態總投
資合計2,485.37億元（人民幣，下同），主要投資有三
項，一是三峽大壩樞紐工程投資1,263.85億元，二是輸
變電工程投資364.99億元，三是移民投資856.53億元。

審計署審計發現，三峽工程建設中，被擠佔挪用的
2.79億元移民資金，主要用於非移民項目和彌補行政管
理費等支出。審計署同時稱，對上述問題，目前，重慶
市和湖北省等地移民管理機構已全部收回相關資金，用
於移民安置後續支出。

審計署相關負責人解讀稱，移民的主要問題表現在：
「部分移民資金被用於非移民遷建項目或彌補行政管理
費，部分移民管理機構和遷建單位移民資金決算編制和
賬務處理不合規，還有部分移民派生資金徵收不到位、
管理使用不規範等」。

審計署還發現涉嫌違法違紀和經濟犯罪案件線索35
件，涉及金額1.13億元，已依法移送有關部門調查處
理。截至2012年11月底，已有11人被追究責任，其餘案
件線索正在查處中。

日與法建部長級磋商圖牽制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7日與法國總統奧朗
德舉行會談，雙方就建立外交與防衛部
長級磋商（2+2）機制達成協議，以加
強安全合作。兩國擬將其作為協商防衛
裝備的共同開發及出口管理的對話平
台。日方邁出這一步，主要是因為「警
惕」中國增進與法國的雙邊關係，將有
助中國擴大軍備，希望牽制中法兩國漸
行漸近。

報道稱，由於法方與中國簽署了對華
出售直升機 艦裝置的合同，日本希望
通過2+2機制阻止法國向中國出口可轉
作軍事用途的物品。另一方面，法國希
望通過該機制敦促日方共同開展防衛裝
備的研發，但目前尚難預料對話機制能
否起到作用。奧朗德在記者會上就對華
出售裝備一事表示，「（這些物品）並
非用於軍事」。

法國是繼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之
後第4個與日本建立2+2機制的國家。在
兩國首腦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明確寫道

兩國再次確認了外交和防衛部長級官員
在安全及防衛領域的合作，並將為盡早
召開會議而加快準備。

此外，在核能領域，日法雙方確認將
在核燃料循環利用和高速反應堆等技術
開發方面展開合作。擁有全球屈指可數
核能技術的日法兩國擬攜手合作，力爭
擴大對亞洲和中東各國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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