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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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部門負責同志會議，部
署做好下一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他指出，當前，
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保持在合理區間，改革效應不斷釋
放，新的增長動力正在生成。但國際國內經濟下行壓
力大，各種矛盾交織。既要對中國發展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充滿信心，又要對困難和挑戰有充分估計，注重
用新視角把脈經濟，以新思路拓展新局，在持續發展
中擴大就業、增加收入、改善生態、提質增效。李克

強部署推進下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六大舉措。
李克強強調，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堅

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預調微調。着力以深化改革
的辦法穩增長、促發展，着力以調整結構的舉措補短
板、添後勁，着力以改善民生的成效增福祉、加動
能，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

定向舉措支持實體經濟
李克強指出，要落實國務院部署，推進六大舉措。

一是持續推進簡政放權，並抓住有利時間窗口，有序
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環保等價格改革。二是
瞄準群眾急需、遲早要乾的薄弱環節，年內在水利、
環保、信息網絡等領域再開工一批重大項目。推開項
目融資、特許經營等模式，鼓勵社會投資。三是完善
促進消費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四是
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結構調整，更好支持「三農」、小
微企業、新產業特別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業態成
長。五是用好用活財政貨幣政策，適時適度運用定向

舉措，推進普遍性降費，支持實體經濟，緩解「融資
貴、融資難」。六是研究出台擴大開放、培育外貿競
爭新優勢的措施。
李克強要求，對今年主要目標任務進展和完成情況

要加強督查，最終結果年底要盤點交賬，對尸位素
餐、違法違紀的要嚴肅問責，做到勤政廉政兩手抓，
歡迎社會輿論監督政府工作。各地區各部門要出實
招、治懶政、求實效，在完成好今年任務的同時，謀
劃好明年經濟社會發展。

李克強：年內再開工一批重大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丁樹勇、倪

婷、 譚旻煦、彭雲 普洱報道）雲南普洱市景

谷縣前日發生6.6級地震，截至目前，地震造

成1人死亡，324人受傷，12.46萬人受災。

本報記者昨晨驅車600餘公里抵達震中景谷縣

永平鎮，經過震後一夜，驚魂未定的災民才看清楚屋破瓦碎的家，

「能夠早日回家」成為災民最迫切的期望。

習李要求組織好抗震救災
地震發生後，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栗戰
書第一時間打電話給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
對地震災區群眾表示慰問，要求當地全力以
赴組織好抗震救災工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核實災情，全力以
赴組織搶險救援和傷員救治，妥善做好受災
群眾安置工作，保障基本生活。加強餘震監
測，嚴密防範滑坡、崩塌等次生災害。加強
輿情引導，及時發佈災情信息，維護災區社
會秩序，安定人心。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要求把搶救生命放在
第一位，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省長李紀
恒當晚帶隊赴災區現場指揮抗震救災。
67歲的王家秀4年前才搬到芒費村居住，因

為這裡距女兒工作的永平鎮畜牧站近一些，一
家五口住在一起。前晚，王家秀帶着孫女早早
上床休息。地震發生時，王家秀在兒子的大聲
叫喊和劇烈的搖動中醒來，急忙抱着孫女奔出
屋外逃生，待震動稍稍平息，兒子大着膽子衝
進尚未坍塌的屋裡取出被褥，安頓自己和孫女
草草躺下，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一家人來到村
裡的空曠地帶，與村民聚在一起。

記者在村裡見到他們一家時，他們只盼帳
篷早點運到。「有了帳篷，孫女就不會被蚊
蟲叮咬了。」地震發生當晚，儘管用滅害靈
在被褥周圍灑了一圈，一家人還是被蚊蟲叮
得很慘，看着6歲的孫女因受到驚嚇和蚊叮蟲
咬不時從夢中驚醒，王家秀很是心疼。
在永平鎮民族文化廣場帳篷安置點，12歲的李

威站在自家的帳篷門口，守着一堆被褥，不時踮
起腳跟向遠方顧盼。當記者問他看什麼時，他毫
不猶豫地回答：「看有沒有開學的消息。」
李威是位於永平鎮的景谷二中的初中一年

級學生。昨天本來是國慶長假後開學的日
子，與以往一樣，李威一大早背上書包到了
學校，卻接到因地震停課的通知，這讓李威
很失落。自稱「讀書比在家好玩」的李威，7
日晚間匆匆忙忙騎單車往家趕，才到交通燈
路口，覺得車搖晃得握不穩，兩旁房屋上的
窗戶玻璃也「嘩啦嘩啦」往下掉，從來沒有
遇到過類似情況的李威，着實被嚇壞了。回
到家，李威這一夜被媽媽安排到屋外空地臨
時搭起的簡陋篷子裡。
「還不知道哪天能開學。」雖然老師已經告

訴李威，復課前會一個一個通知，但李威還是
擔心搬到了帳篷裡，老師和同學找不到自己。

國產大飛機C919發動機首測成功

殺害揚州七歲女童嫌犯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朱皓南京報道）江蘇省泰州市公安
局官方微博昨日發佈消息，「10．3」故意殺人案告破，殺害揚
州女童的疑犯王冶已被警方抓獲。目前案件正在審查中。
據了解，不幸遇害的女孩名王彥雯，今年才7歲，是揚州市江
都區人，在江都實驗小學讀一年級。3日中午，她跟奶奶到泰州
姜堰華港鎮親戚家吃喜酒，家人下午3時許回家時，才發現王彥
雯不見了。
據悉，6日傍晚，警方在事發的華港鎮河邊發現女童屍體證實

遇害。7日，泰州警方發佈懸賞通告稱，嫌犯是一名中年男子，
該男子是騎電動車帶走女孩，並懸賞5萬元緝兇。

南懷瑾之子告復旦出版社侵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昨日

披露，已故「國學大師」南懷瑾之子南小舜，狀告復旦大學出
版社有限公司等侵犯其父著作權，索賠近千萬元人民幣。
一中院方面表示，將擇期開庭審理此案。被告方除復旦出版

社外，還包括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新華傳媒連鎖
有限公司上海書城長寧店。
2012年9月，南懷瑾辭世，其生前著有《論語別裁》、《孟

子別通》等七十餘部作品。南小舜稱，其作為法定繼承人，享
有相關作品繼承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航
工業與法國賽峰集團昨日在北京舉行媒體見面
會，雙方強調將加強在航空發動機方面的合作。
中航工業董事長林左鳴表示，已對航空動力方面
制定詳細的計劃，將有大幅度的投入。對於中航
工業將「一拆為二」的傳聞，林左鳴稱「也是從

媒體上看到相關報道，但對消息從何而來一無所
知」。此外，中國國產大飛機C919使用的發動機
LEAP-1C已進行首次測試，結果非常成功。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兩國在航空工業

上的合作更堪稱典範。從19世紀初購買法國教練
機，到2009年法國賽峰集團旗下斯奈克瑪與美國

GE的合資公司CFMI與中航工業商發聯合建立
LEAP-1C發動機生產線，中法航空合作已走過近
百年歷程。賽峰集團董事長赫特曼昨日透露，
LEAP-1C作為C919唯一的國外動力裝置，在前
日進行了首次試驗，結果非常成功。
有內地媒體稱有關部門計劃將中航工業「一拆為
二」，將航空發動機製造板塊成立新的獨立公司。林左
鳴昨日就此回應本報記者提問時坦言，自己也是從媒體
上看到拆分的消息，但對這一消息從何而來一無所知。

前海享滬自貿區金融扶持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記者昨日
從深圳市金融辦獲悉，為支持深圳金融業改革創新
發展和深港金融合作，加快推進前海開發開放，中
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近期陸續印發支持深圳（前
海）資本市場和保險業領域改革創新發展的23條新
措施，支持深港交易所在滬港通基礎上研究探索新
的合作形式；支持深港兩地證券期貨業合作，並根
據CEPA有關承諾，推動港資機構在前海按規定設
立全牌照合資證券公司和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等。中
證監表示，支持前海在資本市場領域開放創新發
展，對上海自貿區實施金融扶持的政策，依相應的

程序可以在前海試驗和落地。
在此次中證監和中保監發佈的支持政策中，中證

監共計有15條，中保監有8條，其中中證監的許多
支持深港金融合作政策令人關注。
而深港金融合作更成為其中的重點，中證監將支持
深港兩地資本市場加強交流與合作，未來在滬港通積
累一定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支持深、港交易所本着互
利共贏原則，研究探索新的合作形式。支持深圳和香
港兩地證券期貨業合作，根據CEPA有關承諾，積極
推動港資機構在前海按規定設立全牌照合資證券公司
和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建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和

深圳證券交易所協調合作，研究論證為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提供相關服務的具體方案。

支持深港保險產品互通
中保監則研究在CEPA框架下適當降低香港保險公司

在前海設立機構和開展業務的准入要求，積極支持符合
條件的香港保險經紀公司在前海設立保險代理公司；支
持更多保險機構利用香港市場拓寬資本補充渠道，在境
外設立機構並開展人民幣保險業務。支持深港保險融合
發展，積極探索深港兩地保險市場在產品、服務、資
金、人才等領域互聯互通的方式和途徑。

災民盼能回家災民盼能回家 學生期望復課學生期望復課
本報記者普洱地震災區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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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谷縣永平鎮傣族村民刀豔玲與景谷縣永平鎮傣族村民刀豔玲與33月月
大的兒子露天過夜大的兒子露天過夜。。 新華社新華社

■■帳篷中的小孩希望能早日回校上課帳篷中的小孩希望能早日回校上課。。 和向紅和向紅攝攝

救援迅速 災民心裡踏實
8日凌晨，雲南普洱市景谷縣

6.6級地震發生數小時後，記者
驅車從昆明奔向600餘公里外的
災區，車子飛奔前進，但還是不

及救援隊伍來得迅速。
地震發生不久，雲南省當即啟動應急救援

一級響應，晚上11時，雲南省長李紀恒率領
的工作組已登上第一架飛往普洱市的飛機，
並在機上對救援進行動員部署；而各方救援
力量也立即集結，開赴救災前線。記者一路
行來，只覺道路通暢，救災前線的信息不斷

傳來。來到景谷縣醫院，雖然來自多家醫院
的車輛停滿院子，卻看不出絲毫混亂，醫護
人員雖行色匆匆卻井然有序。

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災民最期盼的
是得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及時救援和關愛。
記者訪問災民時，就聽到「解放軍來了，心
裡就踏實了！」的心聲。雲南是地質災害高
發地區，在頻繁應對地震等自然災害過程中
所形成的一套應急救援機制，錘煉的一支支
專業救援隊伍，在這次6.6級的地震中，受到
了檢驗，發揮了作用。 ■本報記者 普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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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秀最希望帳篷王家秀最希望帳篷
早點運到早點運到，，讓孫女免讓孫女免
受蚊叮蟲咬受蚊叮蟲咬，，睡個好睡個好
覺覺。。 和向紅和向紅攝攝

■永平鎮文化廣場已經搭建了最大的災民
安置點。 和向紅攝

■在景谷縣永平鎮遷毛村，成都軍區空軍官
兵和當地群眾昨日合力推倒危牆。 新華社

學校塌圍牆大量師生受傷
此次地震幸運地沒有造成

大量人員傷亡，但對於村屋
卻造成非常大的損毀，土坯
房倒塌、磚木房「內傷」移

位，基本上都無法住人。地震還造成景谷
縣二中圍牆倒塌，導致大量師生受傷。

廢棄球場百人地鋪宿一宵
蠻費村離永平鎮政府只有10分鐘的車

程，是這次地震中受破壞最嚴重的一個
村子。黃以富是二組組長，管着35戶140
多口人。地震發生後，他們在村裡廢棄
小學的籃球場上鋪了百人地鋪，安置了
老人、小孩，男人們燒柴取暖，圍着球
場露天度過了地震第一夜。黃以富說，
估計明後天可以逐步拆除危房。蠻費村
以種植甘蔗、烤煙為主，重蓋新房，一
戶至少需10萬多元，負擔很重。

8 日下午 3 時，本報記者來到蠻費村
時，看到村裡的老弱婦孺圍坐在球場邊
的樹下避猛烈的陽光，小孩們在嬉鬧
着。62歲的劉開芳說，早上和中午都只
能吃點白菜、稀飯，房子毀了，東西也

不敢回去拿。
永平鎮的民族文化廣場平時大媽跳舞

的廣場成了臨時帳篷安置點，一夜間搭
建近百頂救災帳篷，將廣場擠得滿滿
的。鄰居、親戚、夥伴互相擠在一起，
共度震後的艱難時日。

「名品童裝特惠館」的老闆李雪林還沒從
噩夢中回過神來，至今不敢回家，她辛苦掙
來的家產已經沒了。「我差不多損失了10
來萬元。房子也住不成了，全裂了」。

42歲的羅正華是景谷縣二中的語文老
師，7日晚是景谷縣二中國慶假後恢復晚
上溫習的第一天，晚上9時40分左右，
學生溫習後離開教室，羅正華正在辦公
室與家長交流座談，就遇到了突如其來
的地震。他的頭部和左手均受傷。

地震發生時，12歲的石子依和2名同學
剛離開學校，正走到校門口時被坍塌的
圍牆砸到，左腿骨折。受傷後，同學的
爸爸送他到醫院治療。此次地震，景谷
縣二中的大量學生受傷。

■記者 和向紅、丁樹勇、倪婷、
譚旻煦、彭雲普洱報道

「兩好一小」致傷亡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

向紅、丁樹勇、倪婷、 譚
旻煦、彭雲 普洱報道）這
次6.6級地震雖然震級高、

震源淺，波及範圍廣，並且是景谷縣有
史以來震級最高的地震，但所幸未造成
外界之前預估的重大人員傷亡，昨日雲
南省地震局局長皇甫崗解讀未致重大人
員傷亡的三大原因為「兩好一小」。
這三大原因是當地房屋結構好、植被

覆蓋好、人口密度小。他進一步表示，
景谷當地的民房多為穿斗木質結構，抗
震性能強；當地森林覆蓋率超過70%，
致使地災較弱；加之人口密度小，所以
傷亡相對同等級地震較少。
昨日下午3時，本報記者來到芒費村

時，看到全村的房屋，土坯的都基本
倒塌；磚木結構的，掉瓦裂縫，全是
「內傷」移位；水泥平頂的，還基本
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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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省長李紀恒（右）趕抵景谷縣永
平鎮災區，慰問受災民眾。 中新社

■■景谷縣永平鎮村民張以明景谷縣永平鎮村民張以明（（左一左一））和家人在和家人在
清理被震毀的房屋清理被震毀的房屋。。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