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
議昨日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成員國
元首出席，東道國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主持會議。元首們共同簽署
《比什凱克宣言》和《科技合作協定》。

根據會議日程安排，成員國元首先舉行小範圍會談，然後成員國、觀察員國
領導人和主席國客人共同出席大範圍會談。成員國元首將簽署並發表《比什凱
克宣言》，以通過決議方式批准《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上合組織
秘書長工作報告、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理事會工作報告等文件，發表會議
《新聞公報》，見證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

上合組織6個成員國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和烏茲別克斯坦，5個觀察員國為蒙古國、巴基斯坦、伊朗、印度、阿富汗，
3個對話夥伴國為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和土耳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

京報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梁雲祥教授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習近平在上合峰會上的主

張與中國一貫實行的外交政策相

符，反對「三股勢力」一直是上

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成

員國的共同利益。隨 中國經濟

規模的擴大，中國與中亞各國的

經濟互補性日益明顯，經濟合作

料將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新的共

同核心利益。

「上合組織成立的初衷就是反

對『三股勢力』。」梁雲祥指出，

中俄及中亞各國過去、現在以及

未來都將面對來自宗教極端勢力

和民族分裂勢力的挑戰，因此習

近平在上合峰會上重申「共同維

護地區安全穩定，合力打擊『三

股勢力』」就顯得尤為必要。

「中亞國家多數都以資源性產

品為主，缺少生產各種製成品的

的能力，而中國又存在 日益增

加的資源需求，雙方互補性非常

明顯。」梁雲祥認為，中國與中

亞國家的經濟結構有一定差別，

因此雙方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前景

就顯得非常廣闊。「習主席提到

的『絲綢之路』精神也就是希望

各國能在經濟上展開廣泛合作。」

化解分歧 避免對抗

至於習近平關於「加強人文交流和民間交往」

的主張，梁雲祥指出，因為「冷戰」的原因，

中俄過去民間交往不多，近年有所改善。梁雲

祥認為，此次特別將民間交流提出來不失為是

一個亮點。

梁雲祥強調，確保中亞的穩定有賴於上合組

織各國在形成共識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全方位

的合作，進而促使各國在關係到彼此核心利益

的問題上相互協助，在出現分歧和問題時積極

尋找解決之道而非

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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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昨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於明年4月推出

「進一步鼓勵『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

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若綜援受助人在3年內不獲豁

免計算的入息，累積至超過綜援資產上限1.5倍，便

可以獎勵形式全數取走。事實上，現行綜援制度缺乏

鼓勵就業誘因，受助人多勞不能多得，窒礙就業意

慾。計劃讓受助人在積累一定金額後可全數取回工

資，有助鼓勵更多綜援人士重投勞工市場。當局亦應

設立返回機制，如果受助人將來不幸失去工作或面對

經濟困難可重返綜援網，釋除他們後顧之憂。同時，

當局應研究推出低收入人士補貼計劃，資助在職貧窮

人士，鼓勵自食其力風氣。

社會福利署過去曾推出多個鼓勵綜援人士就業計

劃，安排逾14萬名身體健全的綜援受助人參與，但最

終成功就業及脫離綜援的僅6.7%，說明計劃成效不

彰。當中一方面是有關計劃多採取一次性補貼措施，

未能吸引受助人重返勞工市場，另一方面是按現時的

綜援制度，如受助人成功找到工作，社署將會按其收

入扣減綜援金，受助人薪金愈高所扣的綜援金就愈

多，令受助人缺乏重投勞工市場的誘因，就算找工作

也故意選一些不超過豁免入息金額的，無助他們脫離

綜援網之餘，也浪費了社會寶貴的人力資源。

這次當局提出的獎勵就業計劃，不但為綜援受助人

提供經濟誘因，讓他們通過工作得到更多的收入，而

且可以在社會上帶動自食其力的風氣。應該看到，不

少綜援受助人都不希望依賴綜援金生活，都希望憑

自身努力去改善生活。但目前綜援制度偏重於提供

「安全網」，卻缺乏「反彈網」，讓受助人重返勞工市

場，這次計劃正是踏出了重要一步。不過，為推動更

多受助人放心重投勞工市場，當局應為他們提供一定

程度的保障，始終他們在積累到一定收入後就可脫離

綜援網，但這筆錢並不多，如果突然失去工作或面對

突發情況，他們將再次面對生活困難。因此，當局應

為他們設立返回機制，因應實際情況讓他們重返綜援

網，吸引更多受助人參加計劃。

香港雖然設有完善的綜援制度，但與其他行福利主

義的國家和地區不同，香港社會有根深柢固的自力更

生風氣，基層市民只要是力所能及，維持到基本生

活，都不願意領取綜援。不少低收入人士儘管有資格

申領綜援，但仍然胼手胝足希望以一雙手養活自己。

不過，當局不能對在職貧窮人士的困境視若無睹，面

對愈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不少國家如新加坡等都

有推出低收入補貼計劃，既可確保勞工收入達到一定

水平，也可鼓勵市民不用依靠福利制度。當局應參考

外國經驗，引入低收入補貼制度，支援基層市民，改

善本港貧富懸殊情況。 (相關新聞刊A2版)

敘利亞宣佈加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這是解決敘利亞危機重要的一步，中俄表

示歡迎。敘利亞必須把握機遇，同包括美

俄在內的國際社會合作，盡快展開核查、

銷毀化武的程序，走上通過政治手段解決

危機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美國勿再干預

敘利亞政局，放棄動武，才能給敘利亞和

中東地區和平真正帶來轉機。　

早前俄羅斯建議敘利亞交出化武由國際

監管，以換取美國停止動武。建議得到敘

利亞積極回應，如今敘利亞進一步宣佈加

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國際社會普遍對

敘方交出化武的承諾樂觀其成。聯合國秘

書長潘基文、歐洲議會相繼表示歡迎。在

國際社會共同外交努力下，敘利亞主動交

出化武，令美國失去即時動武的借口，有

利重新回到通過政治對話解決衝突的軌

道。

儘管國際社會普遍反應正面，但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哈夫表示，敘利亞加入《禁止

化學武器公約》，不能取代對該國化學武器

開展的核查與銷毀工作。美國總統奧巴馬

也強調，不會放棄使用軍事打擊，一旦敘

利亞政府不守承諾，軍事打擊依然可能。

過去也發生過利比亞政府放棄化武依然遭

遇美國軍事打擊的前例。而且，未來敘利

亞移交化武過程中，各方將會分歧不斷，

政治磋商和武力相脅都可能不斷上演。

未來數周敘利亞的事態發展，將對整個

中東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安全產生深遠影

響。因此，國際社會應該努力促成各方以

對話合作代替武力衝突。一方面，敘利亞

政府須按照《禁止化武公約》規定，在國

際社會監督下，積極主動配合聯合國的調

查工作，如實公佈其擁有化武的數量、儲

存地點等資料，並徹底銷毀；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不要再插手敘利

亞政局，以免亂上加亂。眾所周知，導致

目前敘利亞的亂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是始作俑者，亦是敘利亞反對派的最大

支持者。唯有美國及西方國家停止干預，

通過聯合國的斡旋協調，促成敘利亞各方

停火止暴、勸和促談，透過政治途徑解決

危機，才有可能維護敘利亞及中東地區和

平穩定，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相關新聞刊A7版)

支援綜援就業 鼓勵自食其力 解決敘利亞危機邁出重要一步

習近平倡上合設威脅應對中心
首赴峰會 籲闢歐亞交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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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在上合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呼籲上合成員國合力反恐。 新華社

習近平四點主張摘要
第一，在涉及主權、安全、領土完整、政治制度、社會穩定、發展道路和模

式等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持，共同應對威脅和挑戰。

第二，完善執法安全合作體系，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合力打

擊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端「三股勢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進程，幫

助阿富汗早日實現和平穩定。

第三，盡快開闢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輸

走廊；商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協定；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和上海合作組

織專門賬戶；成立能源俱樂部，穩定供求關係；建立糧食安全合作機制。

第四，加強人文交流和民間交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十三次會議昨日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

亮相峰會並提出四點主張，提議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合力

打擊「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提出

盡快開闢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輸走廊

等務實合作新舉措。

習近平在峰會大範圍會談時指出，當

前國際和地區形勢複雜多變，「三

股勢力」、販毒、跨國有組織犯罪嚴重威脅

本地區安全穩定，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

各國經濟發展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難。他

提出四點主張：在涉及主權、安全、領土

完整、政治制度、社會穩定、發展道路和

模式等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持、共同應對威

脅和挑戰，維護成員國安全利益和發展利

益；要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完善執法

安全合作體系，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

綜合中心，合力打擊「三股勢力」。

提議設上合銀行 能源俱樂部

此前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發表演講時提

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概念。習

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盡快簽署《國際道

路運輸便利化協定》，開闢從波羅的海到太

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

輸走廊；商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協定；推

動區域經濟合作；加強金融領域合作，成

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專門賬

戶；成立能源俱樂部，建立穩定供求關

係，確保能源安全；建立糧食安全合作機

制，在農業生產、農產品貿易、食品安全

等領域加強合作。

習近平還提出「加強人文交流和民間交

往，為上海合作組織發展打牢民意基礎和

社會基礎。」的第四點主張。習近平表

示，中方將在上海政法學院設立「中國—

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司法交流合作培訓基

地」，願意利用這一平台為其他成員國培養

司法人才。根據各方達成的共識，中方已

經率先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睦鄰友好合作委

員會；建議各成員國和觀察員國也成立類

似社會團體，增進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傳

統友誼。

支持對敘「停火止暴 勸和促談」

關於敘利亞問題，習近平在會談時強

調，中方高度關注敘利亞局勢，支持國際

社會積極推動停火止暴、勸和促談，呼籲

敘利亞衝突雙方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危機。

中方支持俄方提出的將敘利亞化學武器交

由國際社會監管並銷毀的建議，願通過聯

合國安理會與有關各方加強溝通和協調，

為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繼續作出不懈

努力。

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的除習近平外，還包

括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吉爾吉斯總

統阿塔姆巴耶夫、俄羅斯總統普京、塔吉

克總統拉赫蒙、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

各國元首並簽署《比什凱克宣言》。

習近平昨日離開比什凱克回國。由9月3

日至13日，他對4國進行了國事訪問，並出

席了二十國集團峰會和上合峰會。

上合峰會簽《科技合作協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公安部
部長郭聲琨11日至13日在內蒙古自治區調研時強調，
內蒙古公安機關要積極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
形勢和人民群眾對社會平安穩定的新期待，奮發進
取、紮實工作，在更高層次更高起點上推進平安建
設，把內蒙古建設成為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
郭聲琨指出，平安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基本前提，

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要緊緊
抓住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突出治安問題，始終保持
對嚴重刑事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確保社會大局持
續穩定，確保人民群眾安全感穩步提升。要堅持專

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充分發動群眾、緊緊依
靠群眾，把各族群眾變成公安機關的「千里眼」、
「順風耳」，努力為公安工作贏得最可靠最牢固的群
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郭聲琨要求，要堅持向科技應用要戰鬥力，深入

推進公安信息化建設，大力發展刑事技術、視頻監
控技術，使現代科學技術成為公安機關實戰能力的
倍增器。要堅持面向實戰、服務實戰，研發、配備
更多符合一線實戰需要的警務裝備，培訓民警熟練
使用，確保民警有效制伏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減
少流血犧牲。

郭聲琨內蒙調研促構築北疆屏障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

克舉行。 新華社

■上合六國元首

（左起）烏茲別克

總統卡里莫夫、

哈薩克總統納扎

爾巴耶夫、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

平、吉爾吉斯總

統阿塔姆巴耶

夫、俄羅斯總統

普京、塔吉克總

統拉赫蒙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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