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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今天（9日）凌晨的比賽，我沒時
間看。但一早就聽說，德國隊7：1戰勝了巴西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
以世界盃半決賽德國隊大勝巴西隊為例，強調整體合
作的重要性。

促各部門分工協調配合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會議在討論研究加快發展現代

保險服務業時，李克強指出，現代保險業對於中國發
展既是短板，又是亟需突破的重點，具有一舉多得的
效用。「一方面，中國的保險業發展快速，但保險的
深度、密度還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另一方面，
保險業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重點之一，具有很強的帶
動就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

李克強透露，前幾天與到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私人
會晤中也談到了足球話題。默克爾特別強調，德國隊
最大的優點就是「整體配合」：雖然每個球員各有特
長，但大家都必須為球隊的整體服務。
「我講這個小插曲，是為了說明整體合作的重要

性。」講到這裡，李克強話鋒一轉，「國務院部署加
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絕不僅僅是給保監會下任
務，各部門都要根據各自職能分工，協調配合，為整
體服務。」

切實增強老百姓安全感
「我們大力推進改革，強調更多發揮市場作用，但

要讓老百姓更有安全感，政府就必須逐步建立起更加
安全的社會保障網。」李克強強調，中國仍處於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保障體系處在「低水平、廣覆
蓋」階段。要發揮好現代保險業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補
充完善作用，切實增強老百姓的「安全感」，鼓勵更
多的人創新創業。
「我們在醫改方面嘗試了許多有益經驗，一些地區

用部分財政投入購買商業保險，產生了數倍、甚至數
十倍的效益，這樣大病保險才有了支撐。」李克強要
求各地區在更大範圍推廣相關經驗，同時探索商業保
險和養老保險的有機結合。
「老百姓有安全感，社會才有安定感，國家才能

穩定發展。」李克強指出，政府工作只有一個目
的，就是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要
求參會者「超越部門利益」，保證「整體工作」的
順利實施。

李克強借德國大勝巴西 強調整體合作

央視爆中行涉違規匯款
中行否認相關報道 指與事實有出入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行網站昨日傍
晚發布該行關於「優匯通」業務的說
明，全文如下：

我行關注到新聞媒體近日就我行「優
匯通」業務進行報道。我行認為，報道
與事實有出入、理解上有偏差。

經向有關監管部門匯報，我行及相
關銀行在試點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
基礎上，在符合監管原則的前提下，
先行先試，於2011年試點推出人民幣
跨境轉賬業務，僅限投資移民和海外
購房置業兩種用途。截至目前，廣東
地區已有多家商業銀行試點開辦此類
業務。

在業務辦理過程中，我行有關分行
按照有關監管規定和反洗錢等要求，
制定了嚴格的業務操作流程，對資金
用途證明材料和資金來源證明材料有
統一和明確的辦理標準，業務辦法和
操作流程均已事先報備。辦理時對業
務材料進行逐筆審核，且每筆業務均
輸入監管業務系統，較好防範了業務
風險。報道中提及的「地下錢莊」和
「洗黑錢」情況與事實不符。

金融產品創新是銀行發展改革、滿
足客戶需求的基點，隨着「走出去」
企業、「走出去」人員的增加，人民
幣國際化、金融業務國際化也是不可
逆轉的趨勢。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歡迎
並感謝新聞媒體對中國銀行的監督、
關注和支持，並繼續在合法合規的框
架內，竭誠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金融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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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珊
珊湖北報道）湖北孝感市人
大常委會主任李海華於昨日
上午9時許從辦公樓墜落死
亡，死因公安部門正在偵查
中。李生前曾連續10年擔任
孝感副市長，主管工業、金
融、交通運輸、勞動保障、
涉外經濟、商貿流通、開發
區等。
據了解，李海華是本周以

來第三位內地自殺的高官。
本月7日上午，廣東省東源
縣法院院長鍾俊斌在京九鐵
路東源仙塘火車站臥軌自殺
身亡，且身首異處。8日早
晨，河南信陽市平橋區衛生
局局長張柏成在區衛生局辦
公大樓跳樓自殺。
李海華1980年起一直在孝

感地區工作，歷任孝感市糧
食局副局長、行管局局長、
大悟縣縣長、縣委書記、孝
感副市長等。當地人士稱，
之前並未發現李精神狀態有
異樣。一周之前，李海華還

曾主持孝感市人大常委會黨
組專題民主生活會，這也是
李最後一次在媒體前公開露
面。

洪湖政協主席違紀受查
同日，湖北省紀委監察廳

網站通報，洪湖市政協主席
魯良才因涉嫌嚴重違紀，目
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歷任府
場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
任、洪湖市總工會主席、洪
湖市副市長等。

3天3官自殺 鄂孝感人大主任墜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
財政金融司司長田錦塵昨日
表示，每年中國企業因為誠
信缺失，造成的經濟損失超
過了6,000億元人民幣，對
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非
常大。而中國正在推動信用
信息共建共享工作。
今年6月，國務院6月發佈

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
綱要（2014-2020年）》，這
是中國第一部國家級的社會
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國

家發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是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
會議機制共同牽頭單位。
田錦塵表示，在現有的社

會信用體系部際聯席會議框
架下，中國已經建立了有25
個部門參與的信用信息共建
共享機制。
田錦塵還透露，國家現在
還啟動了國家統一的信用信
息平台的規劃建設工作。目
前正在研究組建信用中國網
站，目前網站域名的申請工
作已經完成。

企業因誠信缺失 年損逾六千億

內地通脹溫和 PPI降幅續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檔
案館昨日公布了日本戰
犯鵜野晉太郎的侵華罪
行自供提要。其中提
到，將5名抗日軍戰士和
2名抗日軍情報員作為訓

練新兵刺殺的活靶，將活人刺殺。
據鵜野晉太郎1954年8月筆供，他1920年生於日

本廣島縣。1941年4月—9月作為日本第39師團第
232聯隊士兵到湖北漢口，其後回日本。1942年4
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聯隊任職。1945年
5月任第232聯隊設營軍官。同年8月被蘇軍俘虜。

鵜野晉太郎重要罪行有：1941年作為第39師團第
232聯隊士兵來到湖北漢口，5月下旬在鍾祥縣郭劉
灣，「將該村中國人民房屋10棟（30間）放火全部
予以焚毀。」又逮捕一名40歲左右中國農民，「以
新四軍戰士的嫌疑者為借口，命令部下分隊長中田
伍長，進行灌水刑訊後，我將他砍殺」。
1944年3月在湖北當陽縣，對「逮捕送來的抗日
軍情報員嫌疑者1名（40歲左右）」，「命部下濱
田康男兵長用上大掛的方法進行刑訊，他兩臂第一
關節的皮膚破裂後下垂」，「從禁閉室把他拖出
來，經軍醫近藤大尉檢查的結果，他說『治晚
啦』，我說『太麻煩啦，你把他殺了吧』，而委托

給他。於是近藤用注射器向
肘關節內側靜脈打了兩次
（注射器是百CC）空氣將
他殺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當

陽縣熊家坡，「在聯隊長命
令之下，將在第一線盤踞的
各大隊逮捕押來後監禁中的
抗日軍戰士5名（20歲乃至25歲左右，所屬37師及
132師）和抗日軍情報員2名（30歲左右）作為4中
隊訓練新兵刺殺的活靶，將活人刺殺了。我在這一
屠殺中，親自砍死1名抗日軍情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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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要求當天參會者「超越部門利益」，保證「整
體工作」的順利實施。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電視台昨日報道，中國

銀行在為客戶辦理投資移民的過程中，涉嫌違

規匯款及洗黑錢。中國銀行在其官方網站發布

「關於『優匯通』業務的說明」，指「報道與

事實有出入、理解上有偏差」。並稱「報道中

提及的『洗黑錢』情況與事實不符（見中國銀

行的說明）」。

據央視報道，中國銀行不僅與移民中介合作，協助投
資移民將高額資金匯出，並強調不管錢多黑都能洗

白。報道引述中國銀行某支行的工作人員稱，「別管您的
錢有多黑，多見不得光，銀行都有辦法給你洗白，並且安
全的弄到國外。」

「優匯通」被指無限額換匯
央視報道稱，中國銀行旗下多家分支行有跨境人民幣結

算業務——「優匯通」業務，這是一項無限額的換匯業
務。
報道並說，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宴會大廳裡正在舉
行一場大型投資移民諮詢會，除了移民中介和不少客戶
外，竟然還有中國銀行的身影。「你要投資移民把錢轉出
去肯定要走中行業務，駐展，要有需求就直接去找他
們。」一位移民中介銷售人員在接受央視記者暗訪時這樣
表示，「有投資移民項目的國家都要求投資移民人將一定
數額的外幣匯到國外項目指定帳號上，才能辦理移民。由
於我國控制個人換匯，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換匯五萬美元，
要想湊夠動輒幾十萬數百萬美元的投資移民款，只能去找
中國銀行。」
央視報道稱，在投資移民諮詢會上，中國銀行的工作人

員詳細地為客戶介紹這項名為「優匯通」的無限換匯業
務，但是在中國銀行的官方網站上卻並沒有所謂的優匯通

無限換匯業務，在中國銀行的各家分支行裡，也並沒有相
關服務的介紹。對此，銀行工作人員表示，確實有這項業
務，屬於是廣東分行牽頭的業務，各地的中行只有經過廣
東分行才能做，但是不做任何宣傳。

指跨境兌換屬「灰色地帶」
報道指出，據介紹，在廣東除了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可以

直接辦理這項業務以外，它下面的很多支行也可以具體操
辦。一家支行的客服經理向央視記者透露，其實他們並不
是在國內把客戶的錢兌換成人民幣，而是把人民幣先匯到
國外，再由中行的國外分支機構兌換成外幣。
銀行相關工作人員在央視報道中表示，不在國內兌換外

幣，而是利用中行自己的海外分支機構兌換外幣，這就是
為了避開國家對外匯的管制，這樣就可以想兌換多少外幣
兌換多少。「這雖然是人民幣跨境業務，但是沒有通過外
管局的兌換系統，其實這麼做是一個灰色地帶，打一個擦
邊球。」

中行H股昨下跌2.8%
對於上述行為是不是僅僅在灰色地帶打擦邊球？央視採

訪的相關專家表示，跨境人民幣結算並不允許個人投資移
民，銀行繞開監管，實現超額匯兌，已經涉嫌違法。
另據彭博新聞社報道，疑受央視報道影響，中國銀行H
股昨在香港下跌2.8%，創下20天來最大跌幅。

■■中國銀行指央視相關報道中國銀行指央視相關報道「「與事實有出入與事實有出入、、理解上有理解上有
偏差偏差」。」。圖為中國銀行北京一家分行圖為中國銀行北京一家分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和PPI分別上漲2.3%和下降1.8%，6月CPI
同比上漲2.3%，通脹保持溫和且明顯低於3.5%的全
年控制目標；而持續微刺激措施已改善工業領域狀
況，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跌幅連續第三
個月收窄並為26個月以來最小。多數分析人士仍然
預計，年內通脹不會構成威脅，將遠低於中央政府年
初設定的目標。
國家統計局及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6月CPI
同比上漲2.3%，低於市場預期，以及5月的2.5%。6
月PPI同比下跌1.1%，降幅較5月縮窄，且為2012年
4 月以來最小。CPI 和 PPI 環比分別下跌 0.1%和
0.2%。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就數據解讀
稱，6月CPI中食品價格環比下降0.4%，非食品價格
環比持平，總體波瀾不驚。食品中，鮮菜和鮮果價格
下降較多，但降幅均低於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豬肉

價格繼續上漲，漲幅比上月有所回落。而工業品出廠
價格指數同比降幅連續3個月收窄，有色金屬冶煉等
多個行業產品價格環比連續上漲，表明當前工業品市
場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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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被日本侵略軍殘忍殺害的親
人，海南文昌市東閣鎮金牛流坑村村民凌先生特地請人
雕刻時任日本侵略軍將領的石像，讓他們跪在凌先生親
人的墳墓前謝罪。
據中新社報道，在金牛流坑村的菠欏密樹林裡，一座
凌妣陳氏嬬人之墓前，兩尊一排，有四尊跪地石像。這
四尊跪地石像均着日本侵略軍軍服，背部刻着名字：海
軍中將邁滕信竹，陸軍中將佐賀，陸軍少將安滕利吉，
旅團長少將飯田祥二郎。

四尊跪地謝罪石像立於2010年11月，石像後的大石
上鐫刻着《家仇鄉恨》碑文：「1942年農曆三月初六
這一天，金牛流坑村被殺害72人。」「三十多村民被
關房屋集體燒死。」「遠的距離都可聽到被殺村民的哭
叫聲，足見日本侵略軍的殘酷暴行。」
牛流坑村村民凌衍傑介紹稱，「這是堂哥為紀念被日

本侵略軍殘忍殺害的親人，特地請人雕刻的石像，他們
是時任日本侵略軍的將領，讓他們跪在墳塋前向我們先
人跪着謝罪。」

海南村民立石像 侵略者跪地謝罪

■李海華生前工作照。
網上圖片

■跪在一座碑文顯示為凌妣陳氏嬬人之墓前的日
本侵略軍將領石像。 中新社

鵜野晉太郎。
網上圖片

鵜野晉太郎用戰俘作新兵刺殺活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