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近年軍費一覽表
年份 國防預算(億元) 增幅
1999年 1076.40 15.16%
2000年 1207.54 12.18%
2001年 1442.04 19.42%
2002年 1707.78 18.43%
2003年 1907.87 11.72%
2004年 2200.01 15.31%
2005年 2474.96 12.50%
2006年 2979.38 20.38%
2007年 3509.21 17.78%
2008年 4182.04 19.17%
2009年 4806.86 14.9%
2010年 5321.15 7.5%
2011年 6011.00 12.7%
2012年 6702.74 11.2%
2013年 7201.68 10.7%
2014年 8082.30 12.2%

註：單位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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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預算增12.2% 建海洋強國
李克強：推進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

孫志剛遭封堵逼牆角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

道組郭若溪）「省人大通
過就能施行單獨二孩
嗎？」「我覺得可以。」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
志剛昨日在人大開幕大會茶歇時遭大批媒體封
堵，被逼牆角。原本只想出大廳取杯茶喝的他
一直被問關於何時全面開放單獨二孩、醫改經
費等問題。一直試圖逃脫的他不停地原地轉
圈，尋找可以突圍的出口，手中茶杯幾度要被

掀翻。面對媒體們
的窮追不捨，孫志
剛只以「你們去聽
報告，我們抽時間
一個一個聊，這麼
多人都沒法聊。我
得喝點水才能聊，
讓我喝點水。」
僵持十餘分鐘

後，孫志剛稱，記
者獲悉的關於衛計
委要求備案的信息
有誤。「不是要我
們批，各省人大定
了後就可以實施
了。」瀋陽軍區裝備部部長：

信息化與發達國落差大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茜婷、高麗丹）解放軍代
表、瀋陽軍區裝備部部長高潮少將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時指出，信息化裝備是國防和軍隊發展的目標和方向，中國
軍隊尚處於機械化和信息化的複合發展階段，和世界發達國
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落差。

湖南省長談「衡陽賄選」
誰觸犯黨紀都會嚴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章蘿蘭）昨日出
席全國人大開幕式的湖南省長杜家毫，在回應
「衡陽賄選」事件時指出，誰觸犯了黨紀、政
紀、法紀，都會加以嚴肅處理。當被問及除衡
陽外，是否會在湖南其他地方查處相同問題
時，他表示：「不管在哪個地方，發現問題都
會嚴肅處理。」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
省衡陽市召開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會議。在差額
選舉該省人大代表的過程中，發生了以賄賂手
段破壞選舉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據悉，湖南
省檢察機關根據前期調查情況，已經依法對周
驥等7人分別以涉嫌玩忽職守罪、破壞選舉罪
立案偵查並採取相應強制措施。迄今為止，湖
南省檢察機關對「衡陽破壞選舉案」中立案偵
查的犯罪嫌疑人達58人。對其他涉案人員的調
查還在進行中。

城鎮化着重解決「三個1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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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張艷）李克強在政府工作
報告指出，繁榮發展社會事業是促進社會公正、增進人民福祉的
有效途徑。關於食品安全，李克強用了「三個最」保障「舌尖上
的安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
治理餐桌上的污染。

努力讓孩子有公平發展機會
今年，將加強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建設。努力使每一個
孩子有公平的發展機會。李克強表示，今年將繼續加大教育資
源向中西部和農村傾斜。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
再增長10%以上。加強農村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
設，改善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營養狀況。發展學前教育，實施特
殊教育提升計劃。
李克強強調，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一定要堅定不
移推進醫改。城鄉居民基本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將提高到人均320
元。在全國推行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
擴大到1,000個縣，覆蓋農村5億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務經費補
助標準增加到35元。另外，還要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
落實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提及食品安全，李克強表示，人命關天，安全生產這根弦任何
時候都要繃緊。嚴守法規和標準，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
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實保障「舌尖上
的安全」。
關於文化，李克強表示，要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
化，發展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檔案等事業。加
快文化走出去，發展文化貿易，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江鑫嫻）李克
強總理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後一個
時期將着重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問題，
即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
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
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確保農業投入只增不減
李克強還提出，要堅守耕地紅線，把13億

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年將再
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

他表示，要確保農業投入只增不減。今年擬
安排中央預算內水利投資700多億元，支持引
水調水、江河湖泊治理、高效節水灌溉等重
點項目。今年再解決6,000萬農村人口的飲水
安全問題，今明兩年要讓所有農村居民都能
喝上乾淨的水。將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係長
久不變。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賦

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他強調，今後要推動戶籍制度改革，

實行不同規模城市差別化落戶政策。把
有能力、有意願並長期在城鎮務工經商
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對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建立居住證
制度。使更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納
入城鎮教育、實現異地升學，實施農民
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穩步推進城鎮基
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使農業轉
移人口和城鎮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現代文
明。將加強城鎮化管理創新和機制建
設。

軍費升至8,082.3億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最新版財政預
算草案也隨之出爐。其中，2014 年的國防支出將增加
12.2%，升至8,082.3億元。2013年的國防開預算支出為7,202
億元，增長率與2012年相同，為10.7％。而美國2014財年國
防預算為4,960億美元，2015財年為4,956億美元。全國人大
代表、原空軍副司令員楊東明中將向本報表示，增加軍費是
根據需要和可能，老百姓希望部隊把錢花在刀刃上，提高部
隊的作戰能力。

提高威懾和實戰能力
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李克強昨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

出，新的一年，要緊緊圍繞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全面
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提高軍隊信息化條
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他強調，要統籌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
事鬥爭準備，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建設，加快全面建設現代
後勤步伐，加強國防科研和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發展。狠抓依
法治軍、從嚴治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加強軍事戰略指
導，完善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據了解，這是繼2013年後政府工作報告第二次提及「軍事

鬥爭準備」，也是首次提出「統籌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
爭準備」的概念。著名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向本報指出，「軍
事鬥爭準備」的提法突顯了實戰特色，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的能打仗、打勝仗的呼應，而李克強提出要「加快全面建
設現代後勤步伐，加強國防科研和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發
展」，則點明了軍費增長的方向，說明與西方強國相比，中
國在上述方面仍有差距，下一步中國將想方設法攻艱克難，
增強能打仗，打勝仗的能力，提升指戰員信心。

主權受威脅絕不忍讓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李克強講中國要統籌推進
各方向各領域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既是向外放話，也是對
中國老百姓士氣的鼓舞。結合李克強在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到
的周邊緊張局勢，汪玉凱說，美國「重返」亞洲，在亞洲有
很多小動作，挑動日本、菲律賓、越南，借助釣魚島、南海
問題和中國作對。中國要做好兩手準備：最大的誠意爭取和
平，由和平政治解決紛爭和分歧。但同時中國也不害怕戰
爭，一旦國家領土、主權受到威脅，絕對不會忍讓，會做好
在新條件下打勝仗的準備。
李克強在報告中強調，要加強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建設，
強化日常戰備和邊防海防空防管控。他亦提出，海洋是中國
寶貴的藍色國土。要堅持陸海統籌，全面實施海洋戰略，發
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大力
建設海洋強國。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2014年財政
預算草案昨日提交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其中國防
支出將增加12.2%，升至8,082.3億元。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新一年要不
斷提高軍隊信息化條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統籌
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加快全面建設
現代後勤步伐，加強國防科研和高新技術武器裝
備發展。他說，中國將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大力建設海洋強國。專家指，統籌推進各方向各
領域軍事鬥爭準備是新表述，未來後勤、科研和
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將是軍費重要增長方向。

李克強：決不允日本開歷史倒車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葛

沖）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爭端等持
續緊張，對於今年外交工作，李
克強總理昨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指出：要全面推進周邊外交，鞏
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
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
序，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權威
分析指，中日兩國關係正處在最
嚴峻時刻，李克強的講話是對安
倍「參拜靖國」、以及日本右翼

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東京
審判」等極端錯誤言論的回應與
警告。

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
李克強說，今年是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提出60周年。中國人民熱愛和
平、渴望發展，中國現代化建設需
要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將繼
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
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

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
略。
他說，中國將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權益，切實維護
中國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權益。
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與合作，
維護髮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深化
同各大國戰略對話與務實合作，
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大
國關係。辦好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

秦剛回應增軍費 解放軍非童子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日本政府批評中國軍
費預算增長一事，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秦剛5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稱，中國的國防開支隨着中
國經濟的發展有適度增加，完
全是合情合理的。

開支隨經濟發展適度增加
在回答記者相關提問時，秦剛

表示，每年「兩會」，中國的國
防費都受到外界關注。「我們每
次都講，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
國的發展戰略、國防預算是公開
透明的。」他說。
秦剛指出，中國的國防開支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適度增
加，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沒什

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
「在此我還想強調，中國人

民解放軍不是只端着紅纓槍的
童子軍。國外有些人總是希望
中國是長不大的童子軍。如果
是那樣的話，誰來維護國家安
全？！怎麼維護世界和平？！如
果是那樣的話，中國就安寧
了？地區就穩定了？天下就太
平了？即使是童子軍，他的個
頭也是一年比一年長，他的腳
也是一年比一年大。你不能讓
他總是穿着以前的小衣服、小
鞋吧？」秦剛說。
另《朝日新聞》報道，日本

官房長官菅義偉昨就中國國防
預算增加12.2%表示，「（中
國國防支出）缺乏透明性已引
起國際社會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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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表示，國防開支隨經濟發展適度增加是合情
合理的。圖為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團官兵昨日進行跨
越火圈的實戰訓練。 網上圖片

■李克強說要大力建設海洋強國。圖為中國航母遼寧
艦近日首次出海執行新一年訓練任務。 網上圖片

■全國人大會議在北京
開幕，解放軍代表走向
人民大會堂。 新華社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
記張春賢(左)與中央政法委
書記孟建柱昨日在全國人大
會議上交談。 法新社

■孫志剛被記者圍堵，一
臉苦相稱只想喝一口水。

郭若溪 攝

■杜家毫表示：「不管在哪個地方，發現問題
都會嚴肅處理。」 林舒婕 攝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表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
新型城鎮化是中國政府今年的重點工作之一。圖為
昨日北京站外的候車旅客。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