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習記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就航企現存的虧損狀況，交通運輸部副
部長何建中昨日表示，交通運輸部通過加強市場監
管，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減輕企業負擔等五點措
施，正在幫助航企走出困境。
何建中指出，此次海運業低谷周期較長，低迷狀
態持續時間較長跟海運的周期性規律和世界經濟周期
性低谷疊加作用的影響相關聯。除大環境影響，中國
海運業在市場經營中自身也確實面臨一些問題。
為幫助航企走出困境，何建中表示，交通運輸部
採取了五項措施支持航企發展。一是對海運企業所
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去年出台了促進海運業應對低
谷和危機的20條具體措施，從行業管理上較系統地
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和指導性意見。二是交通運

輸部會同有關部委，引導航運企業對老舊運輸船舶
和單殼油輪採取提前報廢更新，以減少存量，促進
安全。三是加強市場監管，防止在航運低谷時期出
現惡性競爭行為。四是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提升行
業管理的服務水平。五是研究航運政策和對行業管
理的具體意見。

運力過剩有改善
在相關政策支持和引導下，內地海運業長期存在
的運力過剩現狀目前有所改善。據有關分析顯示，
上半年，內地海運市場總運力減少420萬總噸，佔
總運力的6%；新造訂單合同船舶噸位為過去船舶
平均噸位的2.2倍。分析認為，運力結構調整將有
助於航企扭轉當前長期虧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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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完善預算管
理、促進財政收支規範透明的相關意見，部署加快
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推動大眾健身。
會議指出，預算是公共財政的基石。改革完善預
算管理，建立與實現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
度，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頭戲」，也是政府自我
革命的重要舉措。當前，重點要採取六項舉措完善
預算管理。
六項舉措包括：一是強化預算約束。政府收支必
須全部納入預算管理，不能搞「賬外賬」。二是強

化預算公開。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
財政資金的部門均應公開本部門預決算。所有財政
資金安排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三是強化國庫
資金管理。喚醒趴在賬上「打呼嚕」的沉睡資金，
提高結轉結餘資金使用效率。四是開展清理整頓
「小金庫」行動，取締各單位形形色色的「私房
錢」，堵塞公共資金的「跑冒滴漏」。五是規範稅
收徵管和非稅收入管理。六是規範地方政府性債
務。依據新修改的預算法，允許地方依法適度舉
債，納入預算管理，不得將債務資金用於經常性支
出。

部署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會議還作出部署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
費，推動大眾健身。會議要求簡政放權、放管結
合，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審批，放寬賽事
轉播權限制，最大限度為企業「鬆綁」。此外，推
進職業體育改革，鼓勵發展職業聯盟，讓各種體育
資源「活」起來。
另外，要盤活、用好現有體育設施，積極推動公
共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並要優化市場環境，支持
體育企業成長壯大。

李克強：完善預算管理 規範地方債務

國務院7招挺海運業發展
力爭2020年建成現代海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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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晶晶烏
魯木齊報道）昨日上午，第四屆
中國—亞歐博覽會烏魯木齊交易
團合作項目簽約儀式舉行，共簽
訂36個內聯合作項目合同和4個
對外出口貿易合同。其中，內聯
簽約項目投資總額862.75億元人
民幣、外貿進出口合同簽約總額
7.4億美元。
截至目前，烏魯木齊交易團在

本屆中國—亞歐博覽會上簽約項
目合同已達96個，內聯項目和外
貿進出口合同簽約總額1807.65億
元人民幣 ，較上屆增長20.03%。
其中內聯簽約項目85個，項目投
資總額達1649.3億元人民幣，較
上屆增長20.4%；外貿進出口合同
簽約 11個，合同總額 25.8 億美
元，較上屆增長15.96%。

東盟博覽會中旬開幕 首批展品通關入館 湘副省長盛茂林調任山西

海運長期低迷 當局力助航企脫困

中國倡聯通內外 打造亞歐大陸橋通道

■李克強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完善預算管理，
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資料圖片

海運業是國民經濟社會發展重要的基礎產業，但是
近年來中國海運業一直在低谷中徘徊。目前，中

國海運企業有240多家，海運船隊運力規模達到1.42
億載重噸，約佔世界海運船隊總運力的8%，居世界第
四位。但海運業總體卻始終處在規模較大但是實力不
強的尷尬位置。
為促進海運業健康發展，打造海運強國，國務院昨

日發佈了首份針對海運發展的國家戰略。《意見》部
署了優化海運船隊結構、完善全球海運網絡、促進海
運企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現代航運服務業、深化海
運業改革開放、提升海運業國際競爭力、推進安全綠
色發展等七項重點任務。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意見》提出了深化國有海運

企業改革，積極發展國有資本、民營資本等交叉持
股、融合發展的混合所有制海運企業；穩步推進對外
開放，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穩妥開展外商成立獨資船舶管理公司、控股合資海
運公司等試點。

大力發展鐵水聯運
《意見》還提出，要加強重要國際海運通道保障能

力建設，完善煤炭、石油、礦石、集裝箱、糧食等主
要貨類運輸系統，大力發展鐵水聯運、江海聯運；引
導要素和產業集聚，加快建設國際海運交易和定價中
心，打造國際航運中心。
此外，《意見》明確要求發揮財稅政策支持作用。

整合各種專項資金，推動運力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
運輸效能提升。借鑒海運業發達國家經驗，研究完善
涉及國際海運的財稅政策。加大現行財稅政策執行力
度，確保落實到位。
對於《意見》的出台，交通運輸部副部長何建中表

示，把促進海運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從頂層進行
設計，這對推進現代海運體系建設具有重大推進作
用。

政策利好航運業
業內則普遍認為，《意見》的出台對正處於階段性

低迷期的海運業是一場「及時雨」，有望帶來航運業
發展的春天。航運專家陳弋指出，《意見》提出了相
關財稅改革政策，如果財政部後續能跟上，國內船舶
的成本將有望大幅下降，這對航運企業是極大利好。
事實上，困擾中國海運業發展的難題有很多。何建

中就坦言，海運企業承運中國進出口貨運量的總體份
額偏低，目前佔到進出口貨物總量的1/4，保障中國
經濟安全運行的總體能力還不夠。同時，現代航運服
務業也是「短板」，航運服務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狀
態。
對此，何建中表示，交通部根據《意見》，今後將

做好鐵水聯運標準化以及多式聯運的規則制定，發揮
綜合運輸的綜合優勢，引導運力有序增長。同時，將
加快上海、天津濱海新區、大連、武漢和重慶國際航
運中心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

習記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中國正

將海運發展作為國家戰略推進。國

務院3日發佈《關於促進海運業健

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明確提出發展混合所

有制海運企業、試點外商控股合資

海運公司、推動鐵水聯運等措施。

力爭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現代海運體系。業內普

遍認為，《意見》出台對航運企業

是極大利好，有望使整個航運

業擺脫低谷，迎來發展

的春天。

美國安助理下周訪華
為習奧會打前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綜合報道）山西衛視《山西新
聞聯播》2日播出全省領導幹部
大會的畫面顯示，湖南省副省
長盛茂林出席此次會議，顯示
他已北上山西任職。
據湖南省交通運輸廳官網披

露，8月29日，湖南省政府在郴
州召開全省加強治理車輛超限

超載工作現場會，副省長盛茂林發表書面講話。這是盛
茂林最近一次出現在湖南官方的消息中。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白宮2
日下午宣佈，美國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定於9
月7日至9日訪問北京，同中
國國務委員楊潔篪等高級官員
舉行會談，就一系列雙邊、區
域和全球問題進行磋商。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日亦證實
此消息。
賴斯此訪在美國總統奧巴馬

今年11月訪華之前，她將在此
訪期間強調美國對於構建中美
建設性關係的承諾。

據僑報網報道，賴斯這次訪華的首要目標是為奧巴馬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將舉行的雙邊會談「打前
站」。奧巴馬 11 月將前往北京參加亞太經合組織
（APEC）峰會，11月12日與習近平進行一整天的會談。
賴斯於2013年6月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此前
她曾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李璐
南寧報道）第11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將於16日開幕，作為中國與東盟合作
「鑽石十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升
級版建設開局之年，本屆博覽會備受
關注。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秘書
長鄭軍健早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本
屆博覽會各項準備工作正按計劃進
行，規模將有所擴大，展會內容將進
一步豐富。
昨日，首批參加第11屆中國－東盟

博覽會的展覽品運抵南寧國際會展中

心。邕州海關關長劉明基介紹，首批
展覽品來自泰國，共計2個貨櫃，1449
件展覽品，價值約35.58萬美元。根據
目前的申報數量，東盟各國展覽品總
量與去年持平，展品種類變化不大，
主要集中在食品、化妝品與木質工藝
品，所有展覽品將在15日前全部完成
審批入館。

檢驗檢疫全面升級
近日，博覽會安保工作已部署完

成。為了嚴防伊波拉病毒，檢驗檢疫

工作也將全面升級。
自9月2日起，東盟各國參展物品將

接受統一檢測，展品到達會展中心後，
將立即接受查驗，所有物品無攜帶疫情
方可參展。同時，廣西檢驗檢疫局在全
區18個國家對外開放口岸設立「口岸門
診部」、「口岸工作部」，嚴防伊波拉
傳入，確保展會順利進行。
中國－東盟博覽會已舉辦十屆，目

前已逐漸形成「一會多專」格局，涵
蓋輕工展、林木展、咖啡展、文化展
等多個專業展會。■海關工作人員檢查展覽物品。 唐琳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琳 烏魯木齊報
道）中國—亞歐博覽
會絲綢之路經濟帶交
通運輸峰會2日在新
疆烏魯木齊舉行。中
國與阿富汗、奧地
利、格魯吉亞、德
國、哈薩克斯坦、拉
脫維亞、巴基斯坦、
波蘭、烏茲別克斯坦

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交通官員出席峰會，共商絲綢之路經濟
帶交通合作發展，謀劃構建亞歐高效交通網。中國交通運輸
部部長楊傳堂倡議，各國拓展交通運輸領域的合作與交流，
加快推進交通運輸大通道建設，努力打造聯通內外、安全暢
通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讓千年絲路重塑輝煌。
楊傳堂在峰會上表示，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拓展與沿線國家
的交通合作與交流，把推進道路聯通、實現運輸便利化作為優
先領域，致力於完善戰略大通道，推進區域交通互聯互通。

陸路交通網初具規模
據了解，目前中國通往中亞、歐洲的陸路交通網已初具規

模。其中，鐵路通道全線建成，隴海、蘭新鐵路已與哈薩克斯
坦幹線鐵路相連，進而可連接西伯利亞大鐵路；公路通道基本
貫通，從東部港口連雲港到新疆霍爾果斯口岸的新亞歐大陸橋
實現了全線高速公路。而中吉烏鐵路、中巴鐵路、中塔阿伊鐵
路、孟中印緬、中老泰、中越等鐵路也在積極推進當中。
交通互聯互通推動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國運輸便利化

的發展。楊傳堂透露，中國目前已加入《國際鐵路貨物聯合
運輸協定》、《國際鐵路貨物運送公約》，並推動簽署了中
巴哈吉、中吉烏等多個多邊運輸協定。
截至2013年，中國已與周邊12個國家簽署了15個雙、多

邊汽車運輸協定，開通國際道路貨運線路151條，完成貨運
量3573萬噸，貨物周轉量22億噸公里。
中國海關國家口岸管理辦公室主任黃勝強表示，今後中方

還將以陸路運輸為依托，建設西向國際物流大通道，優先在
中吉、中巴、中蒙、中尼等邊境和內陸地區繼續搭建開放平
台，提升絲綢之路沿線開放水平。

■楊傳堂在峰會上介紹絲路經濟帶
交通互聯互通進展。 馬琳 攝

■賴斯定於9月7日至9
日訪問北京。 網上圖片

■盛茂林。

■中國將加快上海、天津濱海新區、大連、武漢和重慶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圖為上海洋山深水港
集裝箱碼頭。 資料圖片

■交通運輸部副部長何建中（右）昨日在發佈會上介紹相關情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