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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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29日，將在烏茲別克斯坦的首
都塔什干，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
次會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20日在京透
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
便利化協定》有望在這次總理會議期間簽署。該
協定將為開闢從連雲港到聖彼得堡的歐亞交通運
輸大通道創造條件。此外，他表示，會議期間將
有多個場合討論如何加強應對國際恐怖活動上升
趨勢。

程國平在當天吹風會上介紹，李克強總理此次
與會將同各國領導人一道，總結上合組織過去一
年來各領域合作進展情況，深入分析上合組織發
展面臨的形勢，落實比什凱克峰會共識，部署深
化上合組織務實合作的重要舉措。

據介紹，李克強總理將在發言中總結上合組織
務實合作的成果和經驗，結合新的形勢與任務，
兼顧各方關切與需求，提出合作倡議，充分體現
中方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方針和親、誠、
惠、容的外交理念。

此次會議將發表《聯合公報》。同時，《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
有望在這次總理會議期間簽署。程國平稱，該協
定將為開闢從連雲港到聖彼得堡的歐亞交通運輸
大通道創造條件，對進一步密切各國經貿往來和
人文交流，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探討國安委對接上合反恐

資料顯示，中國的連雲港到俄羅斯的聖彼得堡
一線在內的上合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之前

已進行了9年的談判，協定計劃2017年使相關道路
對成員國開放。

過去一個月內，內地發生了汽車撞向天安門以
及新疆多起恐怖暴力事件，而上合組織是中國合
作打擊「東伊運」和「三股勢力」的重要平台。
中國將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未來如何與上合組
織對接，也成為外界關注的重要方面。程國平
指，中方會在會議期間多個場合探討加強對國際
恐怖活動上升趨勢的應對。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
會，引起各方關注。程國平指，外交部將在國安
委中發揮重要作用。

此外，會議期間，李克強將與烏茲別克斯坦以
及與會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就雙邊關
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中國將在上合會議期間探討加強對國際恐怖活動上升趨

勢的應對。圖為上合組織聯合反恐軍演。 資料圖片

上合峰會料簽歐亞運輸大通道協定

稱擔任駐華大使是一生榮耀

駱家輝20日早在《南華早報》發表聲明
稱，在本月初見到奧巴馬時，他告知

奧巴馬決定2014年年初卸任，回到西雅圖與
家人團聚。駱家輝稱，「擔任駐華大使是我
一生的榮耀，我非常感謝總統奧巴馬給予我
到北京履職的機會。在過去的兩年半時間
裡，我是第一個擔任此職位的華裔。為美國
幫助管理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是一
個巨大的、有回報的挑戰。代表美國在中國
居住對我的家庭也是令人激動的特權」。

增華在美投資 縮短簽證時間

駱家輝稱，「我對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
人員在中國的工作感到非常驕傲。我們在一
起代表美國人民共事，為中美關係作出貢
獻」。

駱家輝還表示，「我們致力於通過提高美

國對華出口來增加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為
美國企業打開更多的市場，增加中國在美投
資。通過將簽證獲取的等待時間從歷史最高
的70至100天降至3到5天，我們得以大幅度提
高了中國到美國的商務和觀光旅行的數量」。

駱家輝稱，最後，當我回顧我作為駐華大
使的任期時，我知道中美之間的關係會進一
步增強。儘管我們的雙邊關係相當複雜，我
相信兩方的領導能夠處理好我們的分歧，在
共同關心的領域加強合作，為不僅僅是中美
兩方，而是整個世界帶來益處。

中方讚賞其任內促兩國交流與合作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就美國駐華大使駱
家輝擬卸任答記者問時表示，駱家輝擔任美
駐華大使以來，為促進中美交流與合作做出
積極努力，外交部表示讚賞。

洪磊指出，習近平與奧巴馬6月在美國加
州安納伯格莊園成功會晤，確立了中美共建
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向。我們願與美方共同努
力，沿 兩國元首指明的方向不斷前進。

外媒分析辭職原因

《華爾街日報》引述分析師和外交人士
稱，駱家輝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這一時間段
恰好是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的階段。這主要是
由於奧巴馬政府此前決定把軍事和外交資源
的重心重新移到亞洲，以應對中國在亞洲日
漸強硬的外交姿態。而美國指控中國對美國
企業發動網絡攻擊，並將這一問題當作中美
關係的核心問題，這也加大了駱家輝的工作
難度。「不過，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斯
諾登曝光美國的電子監控行為後，美國對華
攻擊美國企業網絡的追究很快沒了底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昨日發表聲明，宣佈辭職，將會在明年初離任。

作為首位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華裔，他在聲明中稱，擔任駐華大使是他的榮耀，代表美國在中國居住對我的家庭也是

令人激動的特權，而為美國幫助管理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則是巨大的、有回報的挑戰。中國外交部昨日表

示，讚賞駱家輝擔任美駐華大使以來，為促進中美交流與合作做出積極努力。

國務院：加強假冒侵權案件信息公開

首位華裔美駐華大使

軍方成立巡視機構 重點監督一把手

駱家輝（Gary Locke），1950年1月21日出
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是來自廣東台
山市水步鎮長塘村移民家庭的第三代。駱家
輝在家中五名孩子中排行第二，父親是參加
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退伍軍人駱榮碩

（James Locke），母親Julie Locke則來自香
港，因此駱至今能操簡略台山話及標準粵
語。

美史上首位華裔州長

駱家輝曾在父母開的雜貨店裡幫工，靠打
零工的積蓄和各種獎學金到耶魯大學深造。

1996年，駱家輝在華盛頓州州長選舉勝

出，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州長。隨
後他又在2000年的第二次州長選舉中輕鬆連
任。

結束華盛頓州州長任期後，他加入西雅圖
一 家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所 — Davis Wright
Tremaine，為中美兩國的企業從事商業法律
服務。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黨內競
選中，駱家輝為希拉里做華盛頓州的競選工
作。

2009年3月至2011年7月，駱家輝擔任美國
第36任聯邦商務部部長。2011年3月9日，總
統奧巴馬正式提名駱家輝出使中國，同年7
月27日聯邦參議院一致通過此一任命，駱家

輝成為史上首位華裔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駱氏被視為「溫和派民主黨人」。不少民

主黨人士曾經批評他接受共和黨所提出的保
守財政政策，包括「不開徵新稅種」和「減
少州府開支」等。此外，駱家輝亦被認為是
民主黨內較「親商」的代表人物。另一方
面，他在削減公共經營開支的計劃書中則有
多項建議，其中包括：解僱數千個州政府公
務員、削減州立醫療保障範圍、凍結絕大多
數州政府公務員的薪酬待遇，以及減少療養
院和殘疾人士發展計
劃的數目。

■記者孟慶舒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軍隊巡視機
構成立暨巡視幹部培訓會議18日至20日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
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許其亮強調，要把高層
黨委班子及其成員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作為巡
視監督的重點。

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軍委巡視工
作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張陽宣讀了中央軍委

《關於軍隊和武警部隊巡視工作機構編制問題》
的通知，宣佈了中央軍委巡視組巡視專員的任

職命令，並作動員講話。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此次會議對年底前

巡視工作進行動員部署，並對巡視幹部進行業
務培訓。

許其亮指出，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
席對軍隊建立巡視制度、開展巡視工作非常重
視，提出了明確要求。要堅持用黨中央、中央
軍委和習主席決策指示統一思想，充分認清這
項工作的重大意義，以對黨的事業和軍隊建設
高度負責的精神，高標準組織開展好軍隊巡視

工作。
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表示，開展巡視

工作是軍隊加強反腐的新舉措。由於軍隊的特
殊性，反腐工作有不同於地方的難度。例如軍
人的天職是服從，因此在對「一把手」監督上
更難。對於軍隊巡視組而言，可以借鑒中央巡
視組的經驗，但在具體工作方法上要更加慎
重。出於保密需要，可能無法做到像中央巡視
組一樣，把從聯繫方式到巡視結果的信息都進
行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日在釣魚台國
賓館會見來華出
席第十六次中國
歐盟領導人會晤
的歐洲理事會主
席范龍佩和歐盟
委員會主席巴羅
佐。習近平希望
歐方為中國企業
赴歐開展經貿合
作 創 造 良 好 環
境。

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強調，中歐雙方要充分發揮領導人會晤以及
多個對話機制作用，增進互信，就重大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加強溝
通，共同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與穩定。雙方要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
推進投資協定談判，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推動發展開放型世界
經濟。希望歐方為中國企業赴歐開展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雙方要
制定好《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培育和開發好城鎮化、科研創
新、航空航天、綠色經濟等合作增長點，推動中歐合作向更高、更
新、更前沿領域邁進。

范龍佩和巴羅佐表示，歐中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年來，合作日
益鞏固和加強，彼此成為重要合作夥伴。歐方希望同中國保持對話，
深化互信，擴大合作，早日完成投資協定談判，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
務中溝通與協調，推動歐中關係進一步發展。

同伊朗總統通電話 談伊核問題

另據外交部網站消息，習近平19日與伊朗總統魯哈尼通電話，雙方
就中伊關係和伊朗核問題交換意見。

習近平強調，中方希望伊方把握前不久舉行的六國與伊朗日內瓦對
話會機遇，保持對話勢頭，同各方尋求最大公約數，爭取最好結果。

魯哈尼表示，伊方主張依據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解決伊朗核問
題，感謝中方所持公正立場及勸和促談努力。新一輪對話會即將在日
內瓦舉行。希望中方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對話早日達成互利共
贏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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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20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
通過了關於依法公開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和侵犯知
識產權行政處罰案件信息的意見。

會議要求，要把假冒侵權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
開作為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內容。除涉及商業秘
密和個人隱私外，適用一般程序查辦的假冒侵權

行政處罰案件信息應當主動公開。行政執法機關
要在作出處罰決定或處罰決定變更之日起的規定
時間內，依法公開案件信息，包括違法違規的主
要事實、處罰種類、依據和結果等，做到公開透
明，並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將行政處罰案件信息
納入社會徵信體系，使假冒侵權者因信用不良

「處處受限」。

大陸對日台甲乙酮實施反傾銷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部20日發佈公告，公

佈對原產於日本和台灣地區的進口甲乙酮反傾銷
期終複審裁定，決定繼續對原產於日本和台灣地
區的進口甲乙酮實施反傾銷措施，實施期限為5
年。

據中新社報道，2012年11月21日，商務部發佈

公告，決定對原產於日本和台灣地區的進口甲乙
酮所適用的反傾銷措施進行期終複審調查。經調
查，商務部認為，如果終止原反傾銷措施，原產
於日本和台灣地區的進口甲乙酮對中國大陸的傾
銷可能繼續發生，進口被調查產品對中國大陸甲
乙酮產業造成的損害有可能再度發生。

20日11時31分，中國在太原衛星發

射中心用長征四號丙運載火箭，成功

將遙感衛星十九號發射升空，衛星順

利進入預定軌道。這是長征系列運載

火箭的第184次發射。 新華社

遙感衛星十九號成功發射

■習近平20日在北京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

（左）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右）。 新華社

▲美國駐華大使駱

家輝20日宣布，將

於2014年年初返回

西雅圖與家人團

聚。圖為18日其在

北京出席《財經年

會2014：預測與戰

略》時發表演講。

中新社

▲駱家輝2011年上任後，首次帶

家人與媒體見面。 資料圖片

2011年8月，駱家輝與妻子李蒙

一行回廣東台山市水步鎮吉龍村尋

根祭祖，在當地引起轟動。

資料圖片

▲

駱家輝宣佈明年初離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