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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總統訪藏南 中國促相向而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李克

強任後首次出訪中東歐地區，也是其上任後首

次亮相上合組織，同時也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

會之後，中國領導人首次出訪。記者統計了李克強11月29日行程，

早上李克強與烏茲別克斯坦總理舉行會談並共同見證一系列合作協

議簽署，隨後又與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多國總理分別會見，出席上合成員國總理大、小範圍會議，出席

簽字儀式。李克強午飯只有1小時時間。晚上李克強又出席烏國總理

為與會代表團團長舉行的工作晚餐會。媒體統計，李克強在120小時

之內出席了53場活動，且卓有成效，凸顯出領導人的務實風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快報》報道，歐委會10月27日公佈對華光伏
玻璃產品反傾銷調查初步裁決，決定對原產於中國的光伏玻璃產品
徵收臨時反傾銷稅，實施期限為6個月。
此次初裁結果是抽樣企業的臨時反傾銷稅率為17.1%至39.3%。而

臨時反傾銷稅執行完畢後，歐委會將根據終裁結果裁決是否實施最
終反傾銷稅。平安證券能源金融部執行總經理王海生指，光伏玻璃
產品被徵收42.1%的稅，最終對組件價格影響大約是0.01至0.02歐
元，影響十分有限。

120小時53場活動 凸顯務實風格

歐盟對華光伏玻璃徵反傾銷稅

此次為李克強上任後首次出席上合
組織成員國總理會議。李克強在

講話中發表六點倡議，分別是：深化安
全合作、加快道路互聯互通、促進貿易
和投資便利化、加強金融合作、推進生
態和能源合作、擴大人文交流。

建開發銀行實現本幣結算

加強金融合作方面，李克強提到為
滿足成員國互聯互通與產業合作的融
資需求，應進一步推進建立上合組織

開發銀行。加快實現成員國之間的本
幣結算。中方願設立面向本組織成員
國、觀察員國、對話夥伴國等歐亞國
家的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歡迎
各方參加。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亞研究部主

任陳玉榮表示，目前缺乏有效的融資
平台是上合組織成員國面臨的重要問
題。在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尚未啟動的
情況下，李克強提出「中國—歐亞經
濟合作基金」，無疑對中亞各國都是利

好消息。

反恐禁毒應列合作重點

安全合作領域方面，李克強提議應
把打擊恐怖活動和禁毒作為當前安全
合作的重點，同時盡快賦予上合組織
反恐怖機構禁毒職能。
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方面，各成

員國應在通關、檢疫等方面簡化手
續，降低關稅，實現上海合作組織框
架內的自由貿易，並希望各方積極參
與新亞歐大陸橋和渝新歐國際鐵路聯
運通道建設，進一步暢通從東到西的
大通道，促進物暢其流。
此外，李克強提出各方應共同制定

上合組織環境保護合作戰略，建立信
息共享平台。完善能源合作機制，做
好組建上合組織能源俱樂部的研究和
推進工作，同時進行核電等新能源方
面合作。李克強還在講話中提及中國
將進一步擴大向西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印關
係可能再度變得敏感。《印度快報》
指印度總統慕克吉的「阿魯納恰爾邦」
（即藏南地區）的兩日之旅，是中國
與印度雙方爭議的地區。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秦剛昨日就有關印度總統訪問
所謂「阿魯納恰爾邦」，表示中方希
望與印方相向而行，維護雙邊關係大
局。
秦剛指，中方對中印邊界東段爭議

區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當前，中
印關係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雙方
正在通過特代會晤以友好協商的方式
探討解決兩國邊界問題。希望印方與

中方相向而行，維護雙邊關係大局，
不要採取使問題複雜化的舉動，共同
努力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為
邊界談判創造有利條件。

中印爭議地區

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印度
總統慕克吉訪問「阿魯納恰爾邦」，
這將是他擔任印度總統以來首次訪問
「阿魯納恰爾邦」。印度媒體認為，是
次訪問一個最大的目的仍是顯示印度
對「阿魯納恰爾邦」擁有主權。中國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問題專家傅
小強表示，印度總統去中印爭議地區

訪問是一種政治宣示。由於
該地區大部分在印度的實際
控制下，印度總統前去訪問
應不會引起中方太激烈的反
應，不過這改變不了藏南地
區是中印爭議地區的性質，
中印雙方還需要坐下來通過
談判解決問題。
分析人士指，印度「阿魯

納恰爾邦」之行與明年大選
有關。目前印度人民黨候選
人莫迪氣勢咄咄逼人，國大
黨選情告急。印度經濟復甦受阻，各
種腐敗案重創辛格政府，印度執政聯

盟於是將目光瞄準「阿魯納恰爾邦」
以爭取民眾支持。

提上合組織6倡議 盡快暢通絲路經濟帶

李克強促設中歐亞合作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9

日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並發表重要

講話，他就深化上合組織合作提出六點倡議，其中包括設立「中國

—歐亞經濟合作基金」、盡快暢通「絲綢之路經濟帶」從東到西的大

通道等。有專家指出，設立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堪稱本次會議

的亮點，金融危機仍未消除，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尚未啟動，設立該

基金對中亞各國都是利好消息。

■李克強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並發表

講話。 新華社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代表合

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11月29日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上海合作組織（下文簡稱「上合組
織」）會議上強調「深化安全合作」，並建議成員國
將「打擊恐怖活動和禁毒作為當前安全合作的重
點，同時盡快賦予上合組織反恐怖機構禁毒職能」。
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
任李偉表示，上合組織成員國已在打擊「三股勢力」
（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方
面形成共識，但在禁毒合作方面，仍有諸多難題。
李偉說：「上合組織的反恐工作在不斷加強，成

員國國家的恐怖活動也相應受到了遏制。」他還指
出，中國與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等四個上合組織成
員國建立了雙邊安全合作關係後，也已多次成功舉
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與此同時，李克強將禁毒視作當前上合組織安全

合作的另一項重點工作。李偉分析如今新疆以及內
地也是毒品的通道、消費地，中亞則早已成為毒品
的通道。李偉又指出目前對上合組織成員國構成威
脅的毒品源，主要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
國的交界地帶，但是三國並非上合組織成員國的範
圍之內。此外，毒品犯罪往往與各國的腐敗問題、
保護傘問題捆綁在一起，這也導致禁毒工作棘手。
李偉認為，上合組織若成立禁毒機構，並與上合

組織觀察國及相關國家加
強合作，則有助於為禁毒
工作「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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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油灌入眼耳 熱水淋頭棍棒毆打

台集團暴力討債 施「滿清酷刑」
台欲重建食品信譽
嚴查重罰保食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陷食品安全危機，當局30
日召開食品安全會議。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承諾，未來一年重
建食安體系，擦亮「台灣製造」金字招牌，他舉酒駕為例，將以
嚴查重罰重建消費者信心。
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和各部會代表在會議中，紛紛強

調打擊黑心食品決心。馬英九強調，重建食安體系需有效管理、
嚴查重罰，他舉酒駕為例，嚴查重罰後，今年酒駕死亡人數已降
低35％。馬英九說，未來1年政府須重建食安體系，讓食安問題
一步步從社會上消失。
江宜樺則指出，經過塑化劑等食安問題後，政府成立跨部會聯

合稽查小組，未來1年鎖定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民生物資全面稽
查，務必將食安列重點施政項目，恢復台灣食品美譽。衛生福利
部長邱文達也宣示，1年內要
全面稽查13種食品，除食用油
外，還包括鮮乳及蔬果汁等。
台灣新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修正草案已送進「立法院」預
備審查，對於攙偽假冒的違法
罰款提高至新台幣5000萬元、
刑責提高為5年；另增設食安
基金、強化「窩裡反」的檢舉
機制。

王金平兄出殯 連戰弔唁
陳德銘訪台中港
盼海運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立法院長」王金平大哥
王珠慶於11月30日出殯，冠蓋雲集，「總統府」和「五院高
層」，以及藍、綠各黨都派代表到場，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也南下弔唁，追思會場人潮不斷。
王金平家族30日上午10點在高雄市路竹區農會供銷部廣場舉辦告

別式，「總統府」由「秘書長」楊

進添率弔唁，「行政院」由「副院

長」毛治國率員參加，「立法委員」

也有近百人參加追思會。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副主席
林豐正與各地黨部代表，民進黨
前主席許信良、高雄市長陳菊，
以及民進黨立法院總召柯建銘等
人也到場。

新竹空軍基地爆性騷擾醜聞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台灣新竹空軍基地

10月16日晚間爆發性騷擾事件，新竹499聯隊一位前途看好的路
姓上校大隊長，因在營外餐會，帶 酒意返營，再往軍官俱樂部
參加一場歡送餐會時，竟對兩名負責管理俱樂部的女兵，說出不
當言語，且伸手攬女兵的肩；雖當場遭他人制止，但涉舉止不
當，騷擾女兵，空軍針對路某行為不當檢討違失懲處，並將他調
離主官職。「空軍司令部」特別強調，此案將秉「勿枉、勿縱」
原則，從嚴究辦，絕不寬貸。

根據警方調查，37歲姓邱主嫌有
竊盜及賭博前科，與10名共犯

籌組暴力討債集團，對外自稱「天道
盟太陽會」成員，除了擁槍自重外，
更模仿電影《滿清十大酷刑》準備加
長形鐵鎚、鐵棍、高爾夫球桿等刑
具。

叫囂不還錢就砸店

今年5月，邱嫌為了尋找債務人，
率領同夥前往板橋區強押債務人的陳

姓友人逼問下落，當 陳男妻子面
前，以白花油強灌他的眼睛、耳朵，
還用滾燙熱水往陳男頭部澆淋，不時
持棍棒毆打，足足「拷打」超過4小
時，讓陳男痛不欲生。
及至今年9月間，邱嫌與同夥闖入

新莊區一間烤肉店討債，邱嫌大聲叫
囂說：「不還錢，就不讓你們做生
意！只要開門就叫人砸店。」態度囂
張，隨後將烤肉爐踢翻，砸毀店內物
品及機車後揚長而去。

警方發現，集團成員看到媒體報導
警方徹查黑幫的新聞，還會在臉書上
以三字經大罵「×你娘老×八，媒體
只會亂報，狗兒子（警察）只會他媽
的裝一塊！」警方跟蹤監察一年餘，
11月29日持拘票及搜索票兵分多路，
將姓邱嫌犯及10名共犯逮捕。

一網打盡11嫌犯

警方起出改造90手槍、子彈、鐵
棍、加長形鐵鎚、高爾夫球桿及安非
他命毒品等證物。據警方初步調查，
被害人多達數十名，有受害者因不能
還錢擔心生命受威脅，辭去工作南北
躲藏逃避「追殺」，得知警方瓦解該
集團才鬆了一口氣。
警方訊後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恐

嚇、毒品等罪嫌將11名嫌犯移送地檢
署偵辦，並提報為治平對象檢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一名自稱「天道盟太陽會」成員的

姓邱男子，涉嫌糾眾持加長形鐵鎚、棍棒及改造手槍暴力討債。

他夥同10名男子籌組暴力討債集團，犯案手段兇殘如同施「滿清

酷刑」，甚至強行將白花油灌入被害人的眼睛、耳朵內，再用滾

燙熱水澆淋及棍棒毆打，儘管欠債者苦苦哀求，姓邱男子仍不為

所動，警方經一年時間偵查，於11月29日將嫌犯一網打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昨天參訪
台中港時說，台中港水深條件不錯，跟大陸共營發展應該很有前
途，盼待適當政策通過後再討論。
陳德銘上午先到台中港參訪，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及台中港務

分公司總經理陳劭良都前來歡迎，陳德銘聽取台中港自由港區營
運概況簡報後，再前往物流企業京揚公司參觀。
陳德銘指出，台灣南北3個港口都很有特點，包括水深條件

佳、產品方面有合理分工、跟國際接軌與中轉方面等，特別跟大
陸共營發展，應該很有前途。
海協會理事李榮民向陳德銘建議，現在陸企在台面臨環境營造

問題，來台投資卻沒獲得外資待遇，持股也受到限制，人員也進
不來，希望能有利兩岸投資
發展，「立法院」通過有利
投資的措施。
陳德銘也關心台中港自由

經濟示範區有哪些優惠措施
及適合哪些產業進駐，台中
港務公司業務處長張溢源表
示，最好是簡易加工不要耗
太多能源的產業，例如倉儲
轉口業務、油品儲槽等。

兩岸合編《子海珍本編》促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峽兩岸

聯合推出的《子海》首批重大成果——影
印子部珍貴古籍善本的《子海珍本編》第
一輯174冊正式出版發行，實現了海峽兩岸
子部古籍善本合璧。
山東大學《子海》編纂中心主任鄭傑文

30日在《子海》首批重大成果發佈會上介
紹說，《子海珍本編》第一輯包含大陸卷
124冊和台灣卷50冊，是山東大學承擔的中
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子海整理
與研究」首批重大成果。《子海珍本編》
第一輯作為海峽兩岸合作的結晶，是大型
圖書出版史上的重要創新成果。

珠聯璧合弘揚中華文化

大陸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副主任楊
慶存充分肯定兩岸合編《子海珍本編》的
意義，他表示「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製的台
灣卷，與大陸卷珠聯璧合，是兩岸學界共
同推進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共同促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體實踐。也是為鞏
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
福祉的重要貢獻。」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孫亞夫認為，
古代典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也是中華傳
統文化傳承的載體。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在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他稱《子海珍本編》出版發行十分及
時，適應契合了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並希望《子海》
能持續推進，取得更豐碩的成果，豐富中
華文明的寶庫，也成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
的精品。」
據了解，《子海珍本編》計劃推出十

輯，並在此基礎上延伸到經、史、集三
部，實現古籍版本的全面展現，《精華
編》、《研究編》明年都有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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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右）前往弔唁。 中央社

■馬英九（左2）11月30日出席

2013食品安全會議。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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