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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援平：中泰合作需更多中文人才中國航天具前景 美科學家擬投華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報道：為紀念習仲
勳誕辰100周年，由
中央黨史研究室、國

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央視聯合攝製的六集文獻紀錄
片《習仲勳》從14日至16日在央視一套播出。在昨日
播出的內容中包括訪問了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他表
示，習仲勳為人正直，待人寬厚，「但從不多談自己
曾經蒙受的冤屈和遭受的迫害。」
紀錄片《習仲勳》採訪了大量歷史事件的見證者與

參與者，披露了許多珍貴的影像、錄音、文字資料。
譬如習仲勳在1981年和1988年的錄音原聲，習仲勳夫
人齊心談二人相識相愛過程，以及2005年習近平手捧

習仲勳骨灰盒回陝西安葬的鏡頭等。

不多談自己曾蒙受冤屈
在昨日播出的第五集「勤政歲月」內容中，播出了

溫家寶談習仲勳內容：仲勳同志一生坎坷，為人正
直，待人寬厚，敢於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
新老幹部中間，深受大家的尊重。記得我調到中央工
作不久，他就找我談話，他待人親切和藹樸實，我一
點不感到拘束。他對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的路線、方針、政策來之不易。我們花了巨大的代
價，要倍加珍惜，堅持不動搖。後來他又多次找我談
心，給我談歷史的經驗教訓。他憂黨憂國，但從不多
談自己曾經蒙受的冤屈和遭受的迫害。

6省遣40巡視組赴基層「打虎拍蠅」
深入縣市區創新方式方便群眾舉報

據廣東省紀委15日通報，該省今年第三輪縣（市、
區）的巡視已經展開。此輪巡視時間為一個月。

日前，10個巡視組已經陸續進駐10個縣（市、區）。

早發現早報告及時解決

為方便幹部群眾向巡視組反映情況，10個巡視組已在
當地媒體公開了舉報電話與通訊地址，幹部群眾如需要
舉報和反映情況，請在巡視期間與省委巡視組聯繫。廣
東巡視組要求各巡視組突出發現問題，用好用活現有手
段，不斷創新方式方法，方便幹部群眾舉報和反映情
況。
海南省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則表示，省委4個

巡視組日前進駐陵水黎族自治縣、臨高縣和省財政廳、
省農墾總局及省農墾集團公司開展新一輪巡視工作。
青海省委巡視機構突出工作重點，強化巡視職能，不

斷增強發現問題的責任意識，當好省委的「千里眼」，
既打「老虎」、又拍「蒼蠅」，真正做到早發現、早報
告，促進問題及時解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
截至目前，青海省委4個巡視組在對海東市和海西、

海北、黃南三個州及所屬縣（市）的巡視中，已向被巡
視地區和單位移交應邊查邊改的一般性問題54件，向有
關地區和部門移交問題線索17件，其中已立案3件。
黑龍江巡視工作要求重點在發現問題上形成震懾，

力發現領導幹部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
義和奢靡之風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和省委、省政府九項
規定精神的問題。
陝西也要求各巡視組結合實際創新方式方法，敢於和

善於發現問題，重視和運用好巡視成果。

突出對領導班子監督

此外，內蒙古出台意見，突出對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
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的監督，要求巡視組 力發現領導幹
部在「貪腐」、「作風」、「用人」、「政治紀律」四個
方面存在的問題；黑龍江省委宣佈省委巡視組組長庫組
長人選名單；重慶強化對黨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特別是
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廣西要求巡視組當好自治區黨委的
「千里眼」、「順風耳」；江蘇要求巡視幹部 力發現執
行民主集中制、選拔任用幹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
為貫徹落實中央對巡視工作的新要求，根據中央精

神，地方各省委巡視組在總結過去做法的基礎上，結合
各地的實際，對地方區縣開展了巡視工作，發現問題，
上報相關部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制晚報》報道，中紀委

官網昨日公佈了11個地方巡視組工作動態，6

省份派出巡視組的數量共計40個，到地方嚴查

腐敗，既打「老虎」、又拍「蒼蠅」；其中，河

北省派出11個巡視組，廣東10個，青海4個，

海南4個，福建5個，陝西6個。與此同時，內

蒙古、黑龍江、重慶、廣西、江蘇5省（區、

市）對進一步加強巡視工作分別作出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昨
日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研修班座
談會上強調，黨員領導幹部要貫徹黨的
十八大精神，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
強領導幹部理想信念教育和黨風廉政建
設的重要指示精神，帶頭糾正「四風」，
帶頭廉潔自律。要把堅決懲治腐敗、遏
制蔓延勢頭作為工作目標，使領導幹部
「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耐得住寂寞 經得起誘惑

王岐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能否實現
「兩個百年」奮鬥目標、能否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面對依然嚴
峻複雜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
勢，黨員領導幹部要牢記自己的政治面
貌和黨內職務所賦予的黨要管黨、從嚴
治黨的責任，其中包括嚴以律己、清正
廉潔，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永葆
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王岐山強調，不糾正「四風」，廉潔

從政就無從談起，落實八項規定就是廉
潔自律的具體體現。要處理好堅持與深
化的關係，在思想和行動上深化，在學
思踐悟中磨礪黨性心性，增強「三個自
信」。要以優良黨風帶動社風民風，營
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要嚴格執紀，
持之以 ，不停頓地與「四風」作鬥
爭，堅決防止反彈。

少錦上添花 多雪中送炭

王岐山指出，要把堅決懲治腐敗、遏
制蔓延勢頭作為工作目標。懲是為了
治。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使領導幹部
「不想腐」；強化制度建設和監督管
理，使領導幹部「不能腐」；堅持有腐
必懲、有貪必肅，使領導幹部「不敢
腐」。查處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對
黨組織的傷害遠大於其個人付出的代
價。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要抓早抓小，
對存在的問題早發現、早處置，防止小
錯釀大禍。
王岐山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正人

先正己。黨員領導幹部要帶頭執行廉潔
從政各項規定，作廉潔自律模範。要立
黨為公、執政為民，樹立正確的政績
觀，確立科學的工作目標，把握好時間
尺度，求真務實、量力而行，不急於求
成，不做表面文章，少搞「錦上添
花」，多做「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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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長涉貪2千萬被雙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

網報道，從江蘇省南京市
有關部門獲悉，南京市市
長季建業日前因經濟問題
被中紀委「雙規」，當地
政府近日將公佈有關情
況。據悉，這是在中紀委
一連串「打老虎」的行動
中又一個落馬的地方在職
副省級官員。有消息稱，
季建業涉案金額或超2,000
萬元人民幣。

季建業1957年1月出生於江蘇張家港市。歷任蘇
州日報社副總編，吳縣縣委副書記，吳縣縣(市)委
副書記兼蘇州太湖度假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
任，昆山市委書記，揚州市長、市委書記兼市人大

常委會主任。2010年01月21日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
記、市長。
有南京官員表示，季建業落馬在「意料之中」。

季建業在揚州期間，全城大規模翻新「修舊」，當
時城建規模工程量很大，但很多工程公司都是他引
進的蘇州工程公司。
2009年8月26日，季建業來南京市任副市長、代

理市長職務，他一邊高調宣稱「進了中山門，就是
南京人」，一邊迅速啟動「三中路改造」，此後，砍
伐梧桐樹、拆城西幹道、投巨資上馬雨污分流等大
量工程，南京這座古城不斷被「開膛破肚」。南京
有市民稱全城「秋葉與灰土齊飛，蒼天共黃土一
色。」4年間，不時激發民怨沸騰，並不斷有人向
有關部門反映情況。
有南京本地媒體人士稱，季建業涉案金額或超

2,000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美國政府本
月關門以來，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1.8萬餘名
工作人員已有97%被迫休假，電視直播已停。美國
《福布斯》網站以「美科學家因錢荒考慮投奔中國」
為題說，自今年3月以來因聯邦預算暫扣而在不知不
覺中造成的損害已迫使近五分一的美國科學家考慮
移居海外，而罪魁禍首就是政治。弗吉尼亞州喬治
梅森大學一名教授說，「如果我不把實驗室搬到中
國去，實驗室就有可能關閉。」

美對太空探索投入料減少
法國《費加羅報》認為，10年過去，中國雄心勃

勃的太空計劃在繼續，而NASA的各項計劃卻因政府
「停擺」而暫時癱瘓，且預算問題也制約了美國對太
空探索的投入，這讓中國感到更加自豪。
「中國超過美俄成為世界航天領頭羊是個警示。」

美國佐治亞貝里學院政治學教授希克曼的心態在西
方有一定市場。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今年神舟10號的

發射將奠定航天大國在最後「戰場」競爭的基調。
對華盛頓來說，繼續無視北京的果斷太空政策並非
表明沒有競賽，而意味 中國在其他國家確信的情
況下贏了。

美業界：中國將成商業發射主要對手
另據新華社報道，據美國太空網15日報道，美國

私營企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副總裁亞當．哈里斯最
近預測，國際商業發射市場將面臨來自中國的激烈
競爭。長期來看，該公司在這一市場的主要競爭對
手不是歐洲或俄羅斯，而是中國。
哈里斯是上月在美國航空航天學會的一個會議上講

這番話的。哈里斯認為，雖然目前中國在國際商業發
射市場上仍扮演次要角色，但長期來看則不然。
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由億

萬富翁埃隆．馬斯克於2002年創建，其目的是以低
成本火箭發射與國家主導的航天機構競爭，搶佔商
業發射市場。

重慶三廳官涉嚴重違紀被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重慶官方媒體16

日發佈信息稱，中共重慶市銅梁縣委書記高必金，
重慶城口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于少東，中共重慶永川
區委常委董乃軍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中共重
慶市紀委調查。
查詢相關政府網站，三位被調查官員的信息顯

示：高必金生於1962年，重慶市永川區人，1982年
2月參加工作，198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銅
梁縣委書記。

于少東，1959年2月生，重慶城口人，自1977年7
月參加工作起一直在城口醫療系統工作，1998年後
歷任重慶市城口縣副縣長、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等
職，2012年2月當選城口縣第十六屆人大常委會主
任。
董乃軍，四川巴中人，1974年9月生，法學碩

士，自1998年起一直在重慶北碚區政府系統工作，
2009年調任重慶市永川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區
長，現任重慶市永川區區委常委、副區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否認中國官員日前
曾秘密訪問日本的
報道。華春瑩說，
此事據她了解「是
不存在的」。
有外電報道稱，

中國政府官員曾於
10月上、中旬秘密
訪問日本，除與日
方會晤，並討論雙
邊關係改善的問
題。
華春瑩昨日在

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回答記者有
關提問時表示，
她也看到了有關
報道，中日兩國
外交部門之間保
持 溝通。至於
報道所指的具體
情況，「據我了
解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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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走訪了泰國清邁
公立崇華新生華立學校，與該校師生親
切交流。陪同訪問的國務院僑辦主任裘
援平日前在京接受採訪時指出，國務院
僑辦多年來高度重視海外華文教育的發
展。如今中國和泰國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日益緊密，培養更多熟悉中泰兩國文化
和國情的中文人才十分重要。

裘援平介紹，泰國是國務院僑辦開展
華文教育工作的重點國家，自1991年起
已選派了947位教師赴泰任教，是國務
院僑辦外派教師數量最多的國家。為了
支持泰北地區華文教育的發展，國務院
僑辦多年來向清邁公立崇華新生華立學
校提供各類教材，幫助培訓教師，選派
有經驗的教師。目前，全泰國學習中文
的人數已突破80萬人。

國新辦將加強政府信息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

道）據媒體報道，國新辦昨天上午召開
會議，部署進一步加強政府新聞發佈工
作。圍繞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
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 提升政府
公信力的意見》，國務院副秘書長王仲
偉在當天的工作部署會上強調，人民更
為強烈的渴望信息公開，今後要進一步
加強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意見》，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要圍繞國務院常務會議等重
要會議內容、國務院重點工作、公眾關
注熱點問題，及時組織新聞發佈會，把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佈廳建設成中
央政府重要信息發佈的主要場所。與宏
觀經濟和民生關係密切以及社會關注事
項較多的相關職能部門，主要負責同志
原則上每年應出席一次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新聞發佈會，新聞發言人或相關負責
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

■王岐山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研修班座談會上強調，領導幹部要帶頭糾正「四風」，帶頭廉潔自

律。 網上圖片

■溫家寶稱，習仲勳待人親切和藹樸實。

電視截圖

■1999年10月1日，習仲勳與溫家寶在天安門城樓

上合影。 網上圖片

■南京市市長季建業

因經濟問題被中紀委

雙規。 資料圖片

■中國在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三號

乙」運載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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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預定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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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習仲勳正直寬厚光明磊落
百 辰誕年
習 仲 勳

百 辰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