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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會見出席第六輪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
對話的美方代表並座談。李克強指出，我
們將構建更加開放的格局，管理好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完善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
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美國全國商會會長多諾霍、前總統國家
安全事務助理伯傑、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
舍夫斯基以及通用電氣、聯邦快遞、萬事
達卡國際組織、花旗銀行等全球500強企

業負責人，分別就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
展、中美經貿、金融等合作發表看法。李
克強同他們深入交流並回答提問。

籲美對兩國合作更加開放
李克強表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對彼

此有利，也具有全球影響，是中美創造更
大全球化利益的空間所在。雙方要按照兩
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堅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在增強互信、深化合作、拓展利
益、管控分歧上多下功夫，不僅加強官方

交往，而且密切商業、智庫等各界交流，
讓中美合作的列車平穩健康前行。
李克強指出，中國政府統籌穩增長、促

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就是要
更多運用改革的辦法和市場的力量，增強
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與活力，推動經濟向
中高端水平邁進，實現中國經濟升級和民
生不斷改善，這也有利於世界的發展與繁
榮。我們將構建更加開放的格局，建設
好、管理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
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完善對中外企業一視

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中國願做國際
經貿新體系建設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希望
美方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為兩國深化合作創
造更多有利條件。
多諾霍等美方代表表示，美中是重要而

緊密的合作夥伴，進一步擴大合作將使雙
方獲益，也有利於世界經濟增長。中國的
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為美中合作開闢
了廣闊空間。美國工商界將繼續致力於擴
大兩國貿易、投資等合作，推動美中關係
取得更多成果。

中美工商領袖座談 李克強：對中外企一視同仁

■李克強昨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中美工商領袖和
前高官對話的美方代表並座談。 新華社

「「中緬鐵路中緬鐵路」」擱淺擱淺 疑日本作梗疑日本作梗
泛亞鐵路網一部分泛亞鐵路網一部分 三年啓動期已過三年啓動期已過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昊 北京
報道）備受關注的中緬鐵路計劃被證實
擱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
長金燦榮昨日就此向記者表示，中緬鐵
路擱淺後，對緬甸經濟發展打擊巨大，
而對中國可謂影響甚微。面對緬甸當前
的動盪局勢，尤其在中緬油氣管道運營
亦不順暢的情況下，中國最好的辦法就
是暫停項目。

政治前景不明朗
有媒體分析，中緬鐵路擱淺或與日本

幕後干預有關。金燦榮表示，緬甸政治
前景確與日、美干預有關係。緬甸的在
野黨派欲奪取政權，奪權過程中有意批
評中國項目，認為有關基建項目破
壞環境，但中國公司不承擔責任，

這些在野黨並藉着反華掀起某種民族主
義浪潮來獲取選票。目前，緬甸的政治
前景仍不明朗。
金燦榮表示，中緬鐵路工程的出資方是

中國，而受益者是緬甸。中緬鐵路建成，
對緬甸的經濟發展定是大有裨益，如今工
程擱淺，損失重大的一定是緬甸。「對緬
甸這個並不富裕的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應
列作第一位。」金燦榮說，中緬鐵路工程
的擱淺，也能讓緬甸清醒一下，讓緬方明
白哪個國家能夠助其發展。
至於中緬鐵路項目擱淺對中國的影

響，金燦榮坦言，「影響不大」。中國
對此最好的應對方法是暫
停項目，中國可以投資的
國家很多，不一定非要在
緬甸。

項目擱淺 緬甸最傷中緬鐵路是中國「泛亞鐵路網」的一部分。1995年，由時任馬
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倡議效仿泛歐鐵路，興建連接中國、緬

甸、越南、老撾、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泛亞鐵路
網」。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今年5月初曾透露，中國泛亞高鐵
2014年6月就要開工，從雲南西部鑽山建一條長約30公里的隧道通
往緬甸，再從緬甸向東，伸出一條支線往泰國，另一條主線則經由
老撾、越南、馬來西亞通往新加坡。

200億美元資金多由中方籌措
資料顯示，皎漂—昆明鐵路是中緬共同實施的皎漂—瑞麗通道計
劃的一部分，這一工程難度小，可行性較高。鐵路貫通後，將成為
中國運送物資到海外的大通道，緬甸曼德勒和皎漂市將興建許多貨
場，中國將在皎漂港投資興建開發區。據悉，該鐵路走向基本與中
緬油氣管道平行，該線路此前曾被稱為中國西南戰略大通道。中緬
天然氣管道去年10月建成。今年首6個月，雲南經中緬油氣管道進
口天然氣達61.3萬噸。貿易額達到22.7億元人民幣。
早在2011年4月，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與緬甸鐵道運輸部簽署諒
解備忘錄，規定工程建設須在簽署之日起的3年內啟動。工程原計
劃投資200億美元（約1,550億港元），2015年前建成，中方負責
籌措大部分資金，相應擁有50年運營權。
據報道，中緬鐵路計劃在緬國內遭到民間組織抵制。今年3月中

緬備忘錄到期前，緬交通運輸部曾多次對外表示，正在對皎漂—昆
明鐵路工程進行調查和重新評估，「雖然中國是主要出資方，但畢
竟相關建設、運營權利長達50年。」此外，緬甸公民組織和鐵路
途經地區居民多次向緬甸政府抗議，稱工程將給地方造成負面影
響。緬甸一些政黨也稱，議會未就該項目取得一致。緬甸媒體還曾
發出中國可能借由基礎設施建設「干涉緬甸內政、威脅緬甸國家安
全」的警示。

日本巨額援助放棄「緬債」
另一方面，日本於今年3月底宣佈，無償援助緬甸78億日圓（約
6億港元）幫助修建鐵路等設施。此外，日本還放棄緬甸拖欠的
5,000億日圓（約383億港元）債務中約3,000億（約 230億港
元），其餘的2,000億（約153億港元）則將通過日本的銀行以融
資形式解決。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稱，緬甸是連接東盟各國和南
亞地區，有着戰略性位置的國家。「從歷史來看，緬甸比較親日。
因此兩國的關係強化意義重大。」有媒體分析，中緬鐵路計劃擱
淺，或因日本橫插一腳。
針對中緬鐵路工程可能擱淺，參與工程的中方人士向內地《環球

時報》表示，中國也是從傾聽緬甸人民呼聲、尊重緬甸人民意見出
發，決定暫緩推動有關項目。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方面目前未對
該事件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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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獵狐」追緝外逃經濟犯
香港文匯報訊 公安部網站消息，公安部昨日召開電視

電話會議，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從即日起至年底，集中開
展「獵狐2014」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
動。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劉金國在會上強調，各
級公安機關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精神，充分認識開展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
行動的重大意義，以堅定的決心和有力的措施，全力打
贏境外追逃這場硬仗，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
要將其緝捕歸案、繩之以法，堅決捍衛法律尊嚴，堅決
維護人民利益。
據了解，近年來，全國公安機關持續開展緝捕外逃經

濟犯罪嫌疑人工作。2008年以來，先後從54個國家和地
區成功將730餘名重大經濟犯罪嫌疑人緝捕回國。

公民防恐手冊全國派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蕊、敖
敏輝 鄭州及廣州
報道）在國家反恐
辦統一部署下，中
國首次完整發佈的
全面防恐手冊。首
發儀式在北京、上
海、廣東、遼寧及
河南等省市舉行。
河南省反恐辦及廣東省公安廳工作人員等昨日向市民免
費派發《公民防範恐怖襲擊手冊》。河南省公安廳相關
負責人告訴記者，此舉是公安機關廣泛發動廣大人民群
眾參與反恐鬥爭的一個有力舉措，旨在進一步提高全民
防恐反恐意識，普及防恐反恐基本常識，在全社會營造
全民防範和打擊暴力恐怖活動的社會氛圍，真正築起反
恐維穩有力銅牆鐵壁。
《公民防範恐怖襲擊手冊》共分為「什麼是恐怖活動、

恐怖組織、恐怖活動人員？」、「常見的恐怖襲擊手段有
哪些？」、「怎麼識別恐怖襲擊犯罪嫌疑人？」、「遇到
恐怖襲擊怎麼辦？」、「在緊急情況下如何自救互救？」
等42個具體的問題，以文字和漫畫相結合的方式，具體
形象地介紹了公民反恐、防恐的基本常識。

商務部：南海非中國東盟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習記者 朱昊 北京報

道）商務部亞洲司司長陳洲昨日在北京回應南海近期緊
張局勢是否會影響中越貿易關係時表示，南海問題不是
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問題，中國一貫反對個別國家圖謀利
用南海問題破壞中國—東盟合作的大局。
陳洲在出席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暨第11屆中國—東

盟博覽會發佈會上指出，中國—東盟博覽會是一個多邊
合作的平台，主要是以促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為宗
旨，始終致力於促進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中方願
意以博覽會為平台，為進一步深化中國和東盟各國的經
貿合作能夠提供良好的服務，同時也希望有關國家能夠
圍繞整個中國—東盟的合作大局製造良好的合作氛
圍。」
據了解，第11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將於今年9月在廣
西南寧舉辦。本屆展會以「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為主題，積極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在重點合作領域推

出先行項目，實現早期收穫。

海上絲路強化與東盟合作
「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過程中，我們希
望和東盟各方，能夠就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有一些具
體的實質性的舉措。」陳洲指出，特別是拓寬合作項目
的融資渠道，落實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
為東盟和本地區一些國家互聯互通提供融資平台，以開
放的方式提升整體融資水平。
此外，陳洲提出要進一步加強次區域合作，特別是泛
北部灣整體經濟合作，以及大湄公河、南寧到新加坡經
濟走廊等次區域經濟合作。「這樣的話，能夠把泛北部
灣經濟合作，作為近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
個先行項目和重要的內容。同時加快建設南寧到新加坡
的輻射性公路和鐵路網，實現高等級公路和鐵路的相互
連接，從而形成貫通中南半島的經濟性的通道。」。

■陳洲表示，南海問題不是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問
題。 中新社

深圳局官連降五級變副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者 徐惠平 深圳報

道）內地近年來反腐力度不斷加大，深圳多名局級幹部被
降級，包括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新建、羅湖區原區委
書記劉學強、寶安區原區長李文龍、龍崗區原政協主席賴
劍秋等，其中李文龍更是連降五級，直接降為副科級。專
家指出，這跟深圳近年來加強了反腐制度化建設有關。據
悉，李文龍辭去寶安區區長一職時，剛滿56歲，他解釋稱
因個人身體原因而無法繼續勝任寶安區區長的工作，但寶
安區消息人士透露，李文龍卸任後，受到了行政降級處
分，連降五級至副科級。

趙鳳桐料任國土部紀檢組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據內地媒體報

道，近日，中共中央批准趙鳳桐不再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常
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趙鳳桐或
將調至國土部出任紀檢組組長一職。據悉，今年60歲的趙鳳
桐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北京市教工
委書記、中關村管委會黨組書記等。此外，趙鳳桐亦曾任北
京市三個區縣一把手。2012年7月，趙鳳桐任中共北京市委
常委、秘書長，去年8月任北京市委政法委書記。

齊藤美夫向731部隊提供活人實驗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檔案局昨日公
佈了日本戰犯齊藤
美夫的侵華罪行自
供提要。據齊藤美
夫（即齋藤美夫）

1954年8月筆供，他1890年出生，日本東京人。
1929年4月任日本關東憲兵隊長春分隊長，華南
日本派遣憲兵隊隊長，偽滿洲國陸軍少將、憲兵
訓練處處長等職。

槍殺百餘人
齊藤美夫的重要罪行有：1937年11月初，下令將
「新京北、南分隊及首都警察廳應處以嚴重處分的
中國人約30名」，「押赴新京東北約20公里之刑
場」。途中被全部擊斃。1939年8月8日，命令部
下「在山海關接交河北押解部隊自河北押解來的中
國人90名押解到孫吳。將其中30名留在哈爾濱交
石井部隊人員，所餘送孫吳石井部隊。」1956年6

月17日，他在訂正、補
充筆供中稱，「根據白
浜大尉的事後報告知道
了被送人員30名是在哈
爾濱下車供給石井部隊
（731部隊）作細菌化
學活體實驗，60名是在
孫吳下車供給習志野學
校（瓦斯部隊）與石井
部隊協同進行的毒瓦斯
彈效能實驗特別演習之
用。」
1940年8月至1942年6月，在廣州市內及周圍
村莊進行了約200次搜查，「受到拘留的人員約
有1,000名，被捕的人員約達200名，其中五分之
一的40名處以嚴重處分。」1941年6月至1942年
6月，「先後3次命令廣東憲兵隊將逮捕的中國人
以嚴重處分進行集體屠殺（槍決）」，「約達
1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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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藤美夫 資料圖片

■民警向市民免費派發防恐手冊。
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屬於中國與

東南亞、南亞8個國家「泛亞鐵路網」組成部分的「中緬鐵

路」計劃，極可能因緬方工程進展緩慢而擱淺。緬甸媒體日前引

述該國鐵道運輸部消息稱，中緬於2011年簽署的項目合作諒解備忘

錄已到期，但「中方沒有續談，緬甸鐵道部也無實施計劃」。北京《環

球時報》引述中方人士證實了上述消息，稱「有關項目暫緩推動」。有分

析認為，這一計劃的擱淺，很可能是因日本暗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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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緬鐵路擱淺中緬鐵路擱淺，，將重挫緬甸經將重挫緬甸經
濟發展濟發展。。圖為鐵路軌道圖為鐵路軌道。。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