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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晤金正恩 轉達習近平口信
韓將送還360志願軍遺骸 民政部稱妥善迎接

李源潮說，今天，我們紀念朝鮮戰
爭停戰60周年，是為了深切緬懷為保
家衛國英勇犧牲的中朝兩國優秀兒
女。回顧歷史，深感今天的和平來之
不易，應當倍加珍惜。當前中朝關係
正處於承前啟後的新時期，中方願同
朝方一道，加強互信與溝通，擴大各
領域交流與合作，推動中朝關係持續
穩定發展。

金正恩表示，朝鮮黨和人民永遠銘
記在戰爭中犧牲的朝中烈士們。朝方
高度評價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巨
大成就，珍視對華傳統友誼，願與中
方加強溝通，增進合作，推動兩國關
係發展。朝鮮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朝
方支持中國為重啟六方會談所作努
力，願與各方共同努力，維護朝鮮半
島和平穩定。

25日，李源潮在平壤還會見了朝鮮

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
南和副委員長楊亨燮。

烈士遺骸歸國　需多部門協商

至於如何妥善迎接即將回歸祖國的
志願軍遺骸？中國民政部上述官員不
願多作回應，只是強調迎接志願軍遺
骸歸鄉，事關重大，不是民政部能決
定的，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協商出妥善
的迎接方案。

據記者了解，烈士遺骸安置、褒揚
等工作，由民政部優撫安置局具體負
責。但涉及海外墓地，中國政府在
2011年以前均未曾在任何公開文件中
提及。直到2011年8月1日，新修訂實
施的《烈士褒揚條例》首次出現了有
關境外烈士墓的規定：對於境外的中
國烈士紀念設施的保護，由國務院民
政部門會同外交部等有關部門辦理。

據韓方提供的資料，在韓國京畿道

坡州市積城面沓谷裡有一座墓地，長
眠 360具中國軍人和1063具朝鮮軍人
的遺骸。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敵軍
墓地」，係1996年6月遵循日內瓦協定
和人道主義精神建起。1997年，韓國
創設的國防部遺骸發掘鑒別團發掘出
385具中國軍人遺骸。其中，從1981年
到1997年通過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
向中國送還了43具遺骸。

韓亞空難3女生 骨灰明回家

兩岸海運市場穩中有升成亮點

商務部：外資未大規模撤離中國

李炳軍擬任江西副省長胡春華：讓吹牛皮玩花活官員沒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25日在廣
東省組織工作會議上暢談選人用人標準，強
調要形成好的選人用人導向，「讓那些精神
懈怠混日子的幹部、吹牛皮說大話玩花活的
幹部、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的幹部沒有市
場。」

重視選人用人導向

「用好一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
人，打擊一大片。」胡春華稱，形成好的選
人用人導向是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的關鍵。
廣東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高度重視選人用

人導向，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胡春華稱，要用對中共事業負責任敢擔

當的官員，決不能用玩忽職守、敷衍塞
責、把個人的升遷看得比中共事業還重、
有了好處往前衝、面對困難往後縮的官
員。要用有本事勝任工作的官員，不能把
官員選拔任用變成安排官員，特別是一把
手不能搞論資排輩、平衡照顧；要堅決剎
住跑官要官之風，讓有本事、踏踏實實幹
事的官員成長起來。

發揮基層組織作用

胡春華說：「要用在第一線工作過的幹

部，樹立基層一線導向，在改革發展的主戰
場、維護穩定的第一線、服務群眾的最前沿
發現和培養幹部。」

胡春華表示，基層組織是中共全部工作和
戰鬥力的基礎，是中共執政的根基，廣東各
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把基層組織真正作為政
權的基礎建設，進一步明確基層組織的工作
職能，配置相應的工作資源，讓基層組織有
事幹、幹得成事，更好地發揮基層組織在社
會治理中、服務群眾中的作用。要發揮好村
黨支部、社區黨支部的作用，保持基層治理
基本框架的穩定，保證黨對農村、城市社區
工作的領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程相逢、實習記

者黃慧 江西報道）24

日上午，江西省第十

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五

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

議在南昌舉行。會議

聽 取 了 江 西 省 委 常

委、省委組織部部長

趙愛明所作的關於人事任免情況的說明，擬

任命江西省副省長人選的李炳軍到會與常委

會組成人員見面，並作任前發言。

資料顯示，李炳軍係山東臨朐人，大學畢業

後，曾在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工作，後任國務

院辦公廳副部級秘書、朱鎔基辦公室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7月6日韓亞空難3名遇難
中國女學生王琳佳、葉夢圓和
劉易芃的遺體告別儀式，24日
下午在美國三藩市南郊舉行。
3名女學生的遺體於今日火
化，3個家庭將於27日帶女兒
骨灰回家。　

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袁南生
及10多位總領館人員、三藩市
市長李孟賢、三藩市警察局中
央分局局長譚敬文等20多人出
席。

據出席告別儀式的人士稱，
3名女學生的棺木鮮花圍繞，
上方是她們的照片，旁邊擺放
花圈。袁南生致辭時稱，3名
女學生是「品學兼優、多才多
藝的好孩子」，「助人為樂，
積極向上，勤於學習」，「生
命雖短卻非常輝煌」。

3個家庭的父母分別回憶了
女兒短暫卻精彩的人生，其間
放映了她們生前學習生活的短
片。許多人為之惋惜和悲痛，
無法抑制眼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中文網
報道，中國和歐洲消息人士日前
透露，北京的談判代表已與歐盟
就一項協議的關鍵內容達成一
致，仍然有可能避免歐盟計劃下
月對中國太陽能面板實施47.6%的
懲罰性關稅。

經過六周的談判，談判代表接
近就中國太陽能面板在歐盟28國
的最低售價以及年度配額達成一
致。路透在報道中稱，一位了解
談判情況的中國知情人士稱，只
有一些數字還沒敲定，預計談判
代表不會再回到布魯塞爾，最後
的磋商正在最高政治層面通過電
話進行，談判雙方主要是歐盟貿
易執委卡瑞德古特(Karel de Gucht)
和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

歐盟談判代表已向中方表示，
如果達成協議，歐盟在8月6日前
需要有兩周時間來實施，意味 7
月23日是達成協議以避免47.6%關
稅生效的最後一天。然而，歐盟
外交官稱還有時間，可以避免中
國對歐洲的太陽能產品出口受到
破壞性衝擊，因為中國生產商可
以暫時凍結進口直至達成協議。
中國太陽能產業在歐洲銷售額達
到210億歐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在全球海運形勢
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兩岸海
運市場保持了穩中有升。交
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梁曉安
昨天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2013年上半年，海峽兩岸海
運完成貨運量3,006萬噸，同
比上升0.7%。其中，集裝箱
運量完成97.8萬標準箱，同
比上升13.5%。兩岸海運市
場已成為全球海運市場的亮
點。

梁曉安說，在交通運輸部
運力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

下，兩岸集裝箱班輪平均實
載率從年初的不足60%上升
至目前近70%，其中上海至
台灣典型航線實載率已達
78%左右，比上年同期增長
近10個百分點。

而在客運方面，受赴台團
組數量減少等因素的影響，
兩岸間海上客運量自4月起，
已經連續3個月同比及環比均
出現下降。梁曉安說，兩岸
上半年客運量完成73.5萬人
次，同比下降11.0%。其中，
大陸至台灣本島客運量為8.5
萬人次，同比上升8.6%。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
曹宏瑛，25日在第十七屆中
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投洽
會)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外資
企業向中國周邊國家轉移是
個別現象，並沒有形成外資
大規模撤離中國的趨勢。

曹宏瑛說，隨 中國經濟
的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的
初級加工業勢必要向勞動成
本更低、勞動力更豐富的部
分周邊國家或者中國中西部
地區轉移，這是一種經濟規
律。「在這種形勢下，中國
政府非常重視投資環境，希
望這些產業更多地向中西部
地區而非其他國家轉移。」

他說。
商務

部數據
顯示，
今 年 1
至 6
月，全
國新批
設立外
商投資
企業10,630家，同比下降
9.1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619 .84億美元，同比增長
4.9%。

作為全球最大規模的投資
促進活動之一，第十七屆投
洽會將於今年9月8日至11日
在廈門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本報記者

軼瑋及新華社報道）朝鮮國防

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25日

晚在平壤百花園迎賓館會見了

當日抵達朝鮮訪問並出席朝鮮

戰爭停戰60周年紀念活動的國

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首先

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給金正恩第

一委員長的口信。另外，有媒

體報道稱，韓國表示將送還360

具中國志願軍遺骸。對此，中

國民政部有關官員昨日向本報

表示，迎接志願軍遺骸一事重

大，需要外交部等多個部門一

起協商出妥善的迎接方案。

■胡春華

■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李炳軍

■李源潮與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會面。

電視截圖

■位於韓國京畿道坡州市積城面沓谷

裡的中國志願軍墓地。 網上圖片

■兩名遇難中學生葉夢圓和王琳佳(右)。

資料圖片

■李炳軍

■中國太陽能光伏產業有可能避免歐盟懲

罰性關稅。 資料圖片

■曹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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