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600萬美元助聯國應對氣候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國務院副總理

張高麗當地時間23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國氣
候峰會並發表講話。張高麗表示，中國將提供600萬
美元資金，支持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南合作。

華碳排放較2005年降近三成
據新華社報道，張高麗在講話中說，中國將確保

實現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
目標。中國致力於積極推進節能減排、低碳發展和生
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2013年與2005年相比，中
國碳排放強度下降28.5%，相當於少排放二氧化碳25
億噸。
張高麗表示，中國將大力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南南

合作，從明年開始在現有基礎上把每年的資金支持翻
一番，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國還將提供
600萬美元資金，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推動應對氣候變
化南南合作。
張高麗強調，中國堅定支持2015年巴黎會議如期
達成協定。他提出三點倡議：

一要堅持公約框架，遵循公約原則。2015年協議
的談判進程和最終結果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加強公約規定和承
諾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

盼發達國家提高減排力度
二要兌現各自承諾，鞏固互信基礎。各方要落實

已達成的共識，特別是發達國家要提高減排力度，落
實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
支持和技術轉讓的承諾。
三要強化未來行動，提高應對能力。無論發達國

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綠色低
碳發展道路，從實際出發研究提出2020年後的行動
目標，採取更加有力的應對措施，切實加強務實合
作，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新的努力和貢獻。
張高麗最後表示，中國願與各國加強溝通，凝聚

共識，同舟共濟，負起責任，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氣
候治理體系，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共創人類美好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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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
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進一步
開放國內快遞市場、推動內外資公平有序競爭。
會議認為，擴大全方位主動開放，打造內外資

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是中國長
期堅持的重大政策取向。目前中國國際快遞業務
已基本對外資開放，主要城市國內快遞業務也已
對部分外資企業分批開放。依據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時的承諾，進一步放開國內市場，讓國內
外快遞企業同台競爭，有利於倒逼國內企業改善
經營管理、提升服務水平，使廣大消費者有更多
選擇。
會議指出，推動快遞業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

「黑馬」，也能促進物流業上台階，進一步搞活
流通、拉動內需，增加社會就業，為穩增長、調
結構、惠民生積極出力。

鼓勵快遞企業兼併重組
會議決定，全面開放國內包裹快遞市場，對符

合許可條件的外資快遞企業，按核定業務範圍和
經營地域發放經營許可。會議強調，要堅持放管
結合，確保快遞行業有序健康發展。
為此，會議指出，一是完善經營許可程序，加

強資質審核。簡化手續，提高效率。二是推進快
遞與電子商務、製造業聯動發展，與綜合交通運
輸體系順暢對接，支持解決城市快遞車輛通行難
等問題。保障寄遞安全。三是鼓勵快遞企業兼併
重組，完善和落實重組備案、外資併購審查等制
度。加強代理和加盟企業管理，嚴肅查處非法經
營、超範圍經營、違規代理等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產科

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雷霽霖透露，中
國正籌建一艘10萬到20萬噸級的養魚工船，並
計劃以南沙的美濟礁作為試點。
據《中國科學報》報道，美濟礁是我國南海最

南端的重要漁業基地之一。目前，在科技人員的
幫助下，越來越多的漁民通過開展深水網箱養殖
在當地扎下根。然而，由於島礁距離大陸十分遙
遠，日常生產、生活物資的保障供給依然是最主
要的難題之一。
雷霽霖透露，中國第一艘養魚工船正在緊鑼密

鼓的籌建中，首期設計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照計
劃，將採購一艘10萬到20萬噸級的舊油輪，經
過改裝後即可投入使用。這種大型養魚工船集養
魚、加工、倉儲、海上服務於一體，可保證長期
運行於深遠海，建成後既可以駐守島礁區、管護
海域，還可以作為海上錨地，對遠洋漁船實施接
駁、加工、轉運、救助和生活物資的供應，酷似
一座可移動式海上生產基地。

計劃以美濟礁作試點
雷霽霖並表示，這種工業化養魚工船是一個龐

大的系統工程，「建這樣一條工船就像建一支生
產艦隊」，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目前的初步
想法是把美濟礁作為第一個試點，如果運行良
好，就可以向其他島礁區或海域進行推廣。
雷霽霖稱，「如果不遠的將來能真正形成一支

民間生產艦隊，加上軍隊配合、政府支持，我們
的海洋大國聲望就一定會得到大幅提升。」

南沙擬建20萬噸級養魚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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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國家行政
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
授劉東超對本報指出，此
次中央高規格紀念孔子誕
辰，特別是國家最高領導
人首次出席紀念活動，凸
顯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傳
統文化，並意圖在新的時
代條件下將中國優秀傳統
文化「創造性地轉化」，
運用其精華、智慧進行治
國理政以及參與全球治理
的執政理念。
劉東超介紹，孔子誕辰
紀念活動每 5 年舉行一
次，此前曾有時任全國政
協主席李瑞環和賈慶林參
加，今年係中央最高領導
人首次出席。此次習近平
以國家主席身份紀念孔子
誕辰並發表講話，要求努
力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
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為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啟
迪、治國理政提供啟示、
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
發，凸顯習近平高度重視
傳統文化，並意圖運用其

精華、智慧進行國家治理以及參與
全球治理的執政理念。
他指出，目前，中國面臨複雜的

國際國內形勢，國內改革開放進入
新的轉型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
種社會矛盾凸顯、道德失範現象層
出不窮；而在外部，全球化的中國
正深度融入世界，東西方文化價值
觀的衝突異常激烈。在這樣的背景
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蘊含天人合
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
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
德觀可為解決外部衝
突、促進民族融合、道
德提升、文化認同提供
巨大的積極作用。

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昨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出席開幕
式並發表講話。

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習近平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
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

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
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習近平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

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
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
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
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
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
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

捨，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
用。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
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
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
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
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習近平還說，本國本民族要珍惜和維護自

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認和尊重別國別民族
的思想文化。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
有千秋，只有奼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
之分。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
大小，其思想文化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

勿搞自我封閉唯我獨尊
習近平指出，強調承認和尊重本國本民族的

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更不是要搞唯
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各國各民
族都應該虛心學習、積極借鑒別國別民族思想

文化的長處和精華，這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
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表示，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

己存在的價值。要理性處理本國文明與其他
文明的差異，認識到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
明都是獨特的，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
不攻擊、不貶損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別人的
文明與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順眼，
就要千方百計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圖以
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
習近平強調，歷史反覆證明，任何想用強

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
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
開幕會由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葉選平主

持。秘魯前總統加西亞、坦桑尼亞前總統姆
卡帕分別致辭。國際儒學聯合會會員、理
事，國際儒學相關學術文化團體，國際友人
及中國各界代表700多人出席開幕會。

不同國家文化 無優劣之分
出席紀念孔子誕辰大會 反對用強制手段解決文明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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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紀念孔子誕

辰2565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只有奼紫嫣紅之

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大小，其思想

文化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習近平強調，歷史反覆證明，任何想用強制手

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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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聯絡機制磋商
中日同意重啟

朝扣遼船索25萬
中方提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23日至24日在
山東省青島市舉行。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邊海司副司長
易先良與日方首席代表、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審議官下川
真樹太分別率團與會。
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交通運輸部、農業部、

國家能源局、國家海洋局、中國海警局、總參謀部等部門
及日本內閣官房、外務省、文部科學省、水產廳、資源能
源廳、國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廳、環境省、防衛省等部門
分別派人參加。雙方就東海有關問題及海上合作交換了意
見，並原則同意重新啟動中日防務部門海上聯絡機制磋
商。雙方原則同意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舉行中日海洋事
務高級別磋商下一輪磋商。
中日雙方於2012年1月建立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機制，
並於同年5月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了首輪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 遼寧大連一艘漁船日前在黃海海域作業時，
遭朝鮮方面扣押。船主23日表示，朝方向其索要25萬元（人
民幣，下同）「罰款」。6名船員已於16日獲釋，但船隻至
今被扣。據悉，中國駐朝大使館已向朝方提出交涉。
據《京華時報》報道，被扣漁船為「遼瓦漁55090」，包
括船長在內，船上有6名船員。船長姚瑞生稱，9月6日，該
船從大連杏樹屯漁港出海作業。12日晚22時50分許，漁船停
在北緯38度08分、東經123度58分的海域作業，一艘朝鮮巡
邏艇上的武裝人員劫持了他們。朝方人員指漁船拉網越界，
船長堅稱並無越界。
船主張喜開14日接到自稱朝鮮海警的來電，對方指張喜開

的漁船非法進入朝鮮海域捕魚，要求25萬元罰款，才能釋放
船隻和船員。張喜開認為朝鮮的「罰款」不合理，並堅持自
己的船員沒有越界捕魚，拒絕向朝方交「罰款」。
此外，朝方16日聯繫了一艘丹東東港的漁船，將船長和5

名船員領走。
張喜開23日表示，他拒絕交25萬元「罰款」，而漁船至今

沒有釋放。張喜開說，中國駐朝大使館前天聯繫他，就相關
情況進行核實。據悉，外交部門仍在就此與朝方交涉。

■■張高麗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發表講話。 中新社

■■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周年國際學術研討
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