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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光明日報》報道，剛回到新疆家
中的江蘇省江浦高級中學學生古麗米熱．米提吾拉同學
15日接到了一封不同尋常的信。這封信是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寫給她的。李克強說：「古麗米熱同學：很高興收
到你的來信。信中說你們五位同學在北京觀看了升旗儀
式，參觀了故宮、長城，還與民大附中的同學們座談。
相信你們對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國家的發展有了更多
的了解。」他在信中還寫道：「每個民族都是祖國大家
庭的一員。你和同學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維護民族
團結，很有意義。只要每個人都行動起來，從自己身邊
的小事做起，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就會更加和
睦。」
古麗米熱出生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自

幼家境貧困，與母親相依為命。多年來，在黨和政府以
及身邊多位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她健康地成長，並於去
年考入江蘇省江浦高級中學新疆班學習。

寫信告訴總理 暴徒不等於新疆人
今年3月，雲南昆明火車站「3．01」暴恐案發生後，
古麗米熱發現身邊多了一些異樣的聲音。「你們新疆人
怎麼這麼殘忍，殺無辜百姓？」這些話讓古麗米熱和同
學們感到無比委屈。古麗米熱想到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寫一封信，把她的心裡話講給總理聽，「暴徒不等於新
疆人，新疆人一樣仇恨那些暴徒。我想要告訴那些不了
解新疆的人，讓他們知道新疆的真實情況。」她的信，
很快被轉到了李克強總理的手裡。

獲中央民族大學附中邀請圓了北京夢後回到南京，古
麗米熱給李克強總理寫了一封信。她寫道：「在與中央
民族大學附中同學的座談聯歡活動中，我們一致認為，
國內外一小撮邪惡勢力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號，蒙蔽少
數不明真相的群眾，蠱惑人心。他們危害社會的行徑使
我們看清了他們的醜惡嘴臉。他們破壞民族團結、破壞
社會穩定、分裂祖國的目的必定不能得逞。」
讓古麗米熱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多月後，李總理又給

她回信。李克強寫道：「聽說你還要在青奧會上跑首
棒，我們為你共同加油！南京是溫馨的家，希望你們在
這裡揮灑青春，放飛夢想，健康成長，用所學的知識回
報社會。」古麗米熱說：「我決不辜負李總理的期望，
一定爭做維護民族團結的模範。」

李克強回信維吾爾族女孩話民族團結

陝西推建築工人實名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陝西
省積極推進建築
工人職業化，年

內將開始實行卡片式管理，把農民工真正轉變為
建築產業工人，有效保障農民工權益。陝西省從
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據稱有100萬，他們流動性
強，無固定身份和保障，為解決這一問題該省推
行建築行業關鍵崗位人員實名制管理。
陝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昨日舉行的「穩增長

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主題系列新聞發佈會上，
陝西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張陽介紹，針對
當前建築市場和工程建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結
合陝西建築業發展實際，擬定了《關於推進建築
業改革轉型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
的即將實施，對促進建築業的改革發展將起到積
極作用。為淡化事前審批，強化事中、事後監
管，陝西省住建廳提出在全省建立建築市場「兩
體系、一平台」的監管模式，即「建築市場誠信
評價體系、動態監管體系和建築業服務管理平

台」。

信息卡片記錄工作情況
據介紹，該省將推行建築關鍵崗位人員實名

制，強化對工程施工現場關鍵崗位人員上崗履職
等方面的動態考核和監管，加強建築工人技能培
訓鑒定，規範企業用工管理，健全員工工資支付
保障機制，探索完善建築工人養老保險制度等。
今年內將為首批農民工辦理信息卡片，記錄其工
作情況、培訓、教育經歷和應享受的社保待遇等
信息，維護和保障農民工合法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陳佩君北京
報道）對於國家發改委向兩家日企開出巨額的反壟斷罰單，
專家認為，中國反壟斷並非針對日企，而是中國維護市場公
平競爭的努力之一。「作為日本企業，要分辨出短期利益和
長遠利益，看清中國經濟的上升勢頭，與中國合作，不應只
看眼前。」

反價格壟斷非針對日企
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昨日表示，中國經濟結

構的調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日本企業造成一定負面影
響，「日本對華投資出現明顯回落」。作為日本企業，要分
辨出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孰輕孰重；要看到宏觀發展方
向，不能將目光局限在微觀領域。「中國反壟斷並非針對日
企，而是近一段時期以來反對外資價格壟斷、維護市場公平
競爭的一部分，日本企業不必大驚小怪。」
姜躍春表示，從世界宏觀經濟發展的趨勢而言，未來5至
20年，中國經濟呈上升勢頭，將會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引擎之
一。「日企對華投資，目前雖有向東南亞轉移的端倪，但這
些轉移的企業多為中小型，而豐田等大型企業，因看到中國
經濟發展前景，依然堅守中國市場。」
「中日經貿結構在資源、汽車、農業等領域具有互補性，

譬如低碳經濟是中國未來發展趨勢，汽車領域在中國尚屬起
步階段，日本在此方面有諸多經驗可以借鑒。」姜躍春指
出，就日方而言，農業在其經濟發展中存在硬傷，中國作為
農業大國，可與其互通有無。
針對日本第二季度GDP下降6.8%的現象，姜躍春指出，

今年 4月份，日本增加消費稅，造成日本國民提前消費，導
致內需膨脹。第一季度日本GDP增長6.7%，
屬近年來罕見。日本第二季度GDP下降，是
經濟調整的正常過程，不會對中日經貿關係產
生過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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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
哲北京報道）中國首個通用
航空綜合體項目——荊門愛
飛客鎮合作建設昨日在北京
舉行簽約儀式。據介紹，愛
飛客綜合體包括：飛機展銷
中心、飛行員培訓中心、機
場及 FBO（固定運營基
地）、航空文化館以及愛飛
客公寓、航空度假酒店等。
中航工業未來將在內地建設
50家愛飛客綜合體。
中航工業總經理譚瑞松

表示，通用航空是航空產
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
展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培
育國民航空意識的重要基
礎，對推動中國新城鎮化
建設、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具有重要作用。中航工業
今年將在湖北荊門開工建
設首個愛飛客綜合體，以
通航運營為依托，以通用
飛機研製為基礎，聚集發
展通用航空全產業鏈。

■古麗米熱
（右）和母
親讀李克強
總 理 的 回
信。

網上圖片

日本精工表示配合調查
據彭博社報道，在遼寧和安徽都有投資生產基地的日本最大軸承生產
企業日本精工（NSK），昨日在遞交給東京交易所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接到了中國國家發改委因反壟斷問題而開出的罰單，罰單金額達1.7492
億元人民幣（約2,850萬美元）。這家生產軸承等汽車配件的公司，是
第一家證實自己因涉嫌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而被國家發改委罰款的公司。
日本精工還表示，正全力配合中國發改委對軸承交易的調查。
同一日，另一家日本汽車配件生產商恩梯恩(NTN)也表示，因違反中
國反壟斷法，國家發改委通知其繳納罰款1.192億元人民幣（約1,942
萬美元）。
兩家公司均表示，如果會對2015年3月的財政年度營利報告作出修
改的話，將即時通報股東。

12日企涉壟斷或罰10億
業內預計，12家涉壟斷日企可能要承擔總計10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8月13日，湖北武漢的四家寶馬經銷商因存在壟斷行為被罰162萬
元，成為中國對汽車領域開展反壟斷調查以來開出的首張罰單。
有分析師認為，國家發改委對汽車行業的調查會讓消費者受益，進

口和合資汽車以及零部件的價格會降低，但反壟斷調查將進一步拉低
汽車價格，這會對中國本土的汽車公司造成更大壓力。

華反壟斷首罰兩日企2.9億
發改委向汽車零部件企業開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對日本汽車

零部件企業的反壟斷處罰終於落地。國家發改委昨日兩開

罰單，向日本最大的兩家軸承製造商——日本精工和NTN

合共罰款2.941億元人民幣。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向本報

表示，對其他違規日企的處罰結果也將在本周陸續公佈。

由於在此次以汽車零部件為核心的反壟斷調查中，日企

「主動交代」、「積極配合」，故罰金從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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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二號衛星進預定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分辨率最高的光
學遙感衛星——高分二號昨日11
時15分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成功
發射，衛星已順利進入預定軌
道，這標誌着中國遙感衛星進入
亞米級「高分時代」。 高分二
號衛星的空間分辨率優於1米，
同時還具有高輻射精度、高定位
精度和快速姿態機動能力等特
點，主要用戶是國土資源部、住
建部、交通運輸部、林業局等。

實現米級空間分辨率
高分二號任務工程總師馬世俊

介紹，該衛星研製在諸多方面實
現技術突破，實現了米級空間分
辨率、多光譜綜合光學遙感數據
獲取，攻克了長焦距、輕型相機

及衛星系統設計難題，突破了高
精度高穩定度姿態機動、高精度
圖像定位，提升了低軌道遙感衛
星長壽命高可靠性能。
國家國防科工局表示，高分二

號衛星是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
重大專項的首批項目之一，是當
前中國分辨率最高的光學對地觀
測衛星。高分二號昨日的發射任
務中，還搭載發射了一顆波蘭小
衛星。
專家介紹，高分二號衛星投入

使用後，將與在軌運行的高分一
號衛星相互配合，推動高分辨率
衛星數據應用，為土地利用動態
監測、城鄉規劃監測評價、交通
路網規劃、森林資源調查、荒漠
化監測等行業和首都經濟圈等區
域應用提供服務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報道，「和平使命—
2014」上合組織成員國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中方
戰役指揮部副指揮、北
京軍區副參謀長王崢嶸
昨日在內蒙古朱日和表
示，此次聯演中方抽組
精銳部隊近5,000人、各型飛機50餘
架、各型裝備440餘台套，編成陸軍
戰鬥群、空軍戰鬥群、戰略戰役支
援保障群。美聯社18日報道，此次
軍演是「以中俄為首的上合組織對
美國在亞洲地區影響力的一次挑
戰」，軍演同時也顯示，「中俄將
冷戰時期兩國對地區影響力的競爭
暫時放在一邊，一同挑戰由美國及
其西方盟友主導的世界秩序」。
參加「和平使命—2014」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武裝力量聯合反恐軍
事演習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等4國參演
部隊日前已全部集結完畢，聯合反
恐軍事演習將於24日至29日舉行，
參演兵力達到7,000人。

中方首支女特戰連參演
王崢嶸說，這次演習的陸軍戰鬥

群以陸軍第38集團軍裝甲、炮兵、
陸航和特種作戰力量為主。空軍戰
鬥群以預警機、殲擊機、轟炸機與
無人機等力量為主。據介紹，中國
首支女子特戰連將全程參加這次演
習，首次參與國際軍事交流。他透
露，中方此次特別「聚焦」於精細
設計實兵行動。「參演部隊先期進
駐訓練基地，以適應信息化條件下
聯合反恐作戰特點，圍繞戰場偵察
監視、聯合精確打擊、攻殲外圍要
點、城市反恐清剿四個階段，突出
體現聯合指揮、聯合編組、信息主
導、陸空一體、特種破擊，構設實
兵行動。」
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馮愛旺介

紹，這次參演的中方空軍戰鬥群將
派出殲 -10、殲 -11、殲轟 -7、空
警-200等7型23架飛機和傘兵戰車
參加實兵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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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上合軍演是中俄挑戰美國

南京軍區某裝甲旅聯合海軍南京軍區某裝甲旅聯合海軍、、空軍近日在東海某海域組空軍近日在東海某海域組
織聯合搶灘登陸訓練織聯合搶灘登陸訓練，，在變化無常的戰場上訓練官兵聯合在變化無常的戰場上訓練官兵聯合
登陸作戰能力登陸作戰能力，，使部隊打贏能力得到躍升使部隊打贏能力得到躍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陸海空部隊東海練搶灘陸海空部隊東海練搶灘

■參加上合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的解放軍空軍戰
機，在華北某機場集結後進行正常保養。 中新社

■中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高分二號衛星在太原衛星發射
中心成功發射。此次任務還成功搭載發射了一顆波蘭小衛星。 中新社

▲日本精工株式會社就違反
中國反壟斷法受罰，在公司
網頁發出公告。 網上圖片

▲日本精工株式會社是汽車零部件製造
商，軸承是該公司主力產品。 網上圖片

▲日本汽車配件生產商恩梯恩也因違反
中國反壟斷法，被罰款1.192億元人民
幣。 網上圖片

■陝西省住
房和城鄉建
設廳副廳長
張陽表示，
要把農民工
真正轉變為
建築產業工
人。
熊曉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