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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APEC聯網反腐聯網反腐 信息成員共享信息成員共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綜合報道）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博拉德

昨日在北京舉行的吹風會上透露，APEC各經濟體成員同意加強反腐信
息共享，APEC最後一次高官會已將APEC反腐「北京宣言」提交即將
舉行的雙部長會議，該宣言會對跨境合作問題做出制度安排，比如在
APEC範圍內，對於特定案件可以互通信息，甚至可以實現跨境追捕追
贓。另據美媒報道，此次會議料確認一項有關腐敗案件信息共享的計

劃，這個名為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簡稱ACT－NET)的機構將設在中國紀檢監察學院。

根據慣例，APEC會議一般以經濟議題為主，但也
會加入與經濟密切相關的政治議題。中國APEC

發展理事會理事長張力軍此前表示，腐敗是影響經濟
發展的頑疾，必須剷除腐敗才能實現市場的開放、公
平與公正。APEC雖然是經濟性質組織，但反腐敗也
是保障其倡議落地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強跨境調查取證
博拉德指出，中國和美國都提出了反腐敗的倡議，
這得到APEC成員的積極支持。各成員在高官會期間
同意加強反腐信息共享，目前APEC最後一次高官會
形成的APEC成員反腐「北京宣言」，已提交即將舉
行的部長級會議。他還透露，APEC今年已經建立了
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此次「北京宣言」如最終發
表，將加強APEC成員在跨境調查取證及打擊賄賂、

洗錢、走私等跨境犯罪方面的合作。
他表示，APEC成員在開展跨境追逃追贓合作方面

已經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和實踐，此次反腐敗宣言
吸收了這些有益的經驗，將促進21個經濟體之間在反
腐方面不同法律體系和機制的銜接，加強成員間打擊
跨境腐敗的合作。
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引述知情人士稱，此
次會議勢必會確認一項有關腐敗案件信息共享的計
劃，這個名為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也簡稱「反腐合作
網」)的機構將設在中紀委的培訓部門——中國紀檢監
察學院。中央紀委副書記陳文清目前擔任該學院院
長。據悉，ACT-NET由APEC各個經濟體的反腐敗
和執法機構人員組成，在APEC反腐敗工作組框架下
設立，旨在加強以追逃追贓為重點的個案合作、經驗
分享和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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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國APEC關鍵問題與倡議和APEC領導人會議周」吹風會昨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 新華社

亞太反腐網絡辦或設在中國紀檢監察學院

日媒：「習安會」未定令日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將於10日、11日兩天出席APEC首腦峰會。安倍是
否能在第2次上台後實現中日首腦會談，引發各方關注。
日本媒體指，「習安會」未定令日本政府焦慮不安，安倍
已派出親信訪華，欲會晤國務委員楊潔篪及外長王毅，尋
求協調中日首腦會談。
據日本新聞網昨日消息，離APEC首腦峰會召開還剩4
天，中國政府至今還沒有就是否舉行中日首腦會談一事表
態，令日本政府和輿論頗感焦慮。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
長谷內正太郎昨日上午前往北京，日本傳媒報道，谷內將
與楊潔篪會面，相信谷內會與中國高層官員，協調APEC
峰會期間舉行中日首腦會談的事情。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谷內正太郎是外交官出身，是

首相安倍的外交智囊，深受安倍信賴。

外相訪京協調
此外，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將於今日訪問北京，尋求

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談，期望在安倍9日抵達北京前，
敲定會談的時間表。日媒認為，中日外長能否在本周末舉
行會談，將成為「習安會」能否如願舉行的晴雨表。

日本輿論認
為，安倍提出
日中首腦舉行
「 無 條 件 會
談」，但是中
國政府依然要
求安倍政府在
釣魚島問題上
有一個明確的
態度。
外務省的一

名官員向日本
新聞網表示：「如果這一次失去了兩人會談的機會，那
麼，中日關係的改善就會失去一個良機，兩國關係的前景
會變得十分迷茫。」
另據《共同社》昨日報道，APEC北京峰會期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能不會舉行正式會
談。《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兩國已經為會談做了
很多準備，但雙方在釣魚島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仍然
存在較大分歧。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訪華。 資料圖片

APEC
秘
書
處
︰
未
計
劃
開
啟
亞
太
自
貿
區
談
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作為今
年APEC會議的主辦國，中國力主在此次會議上
積極推進亞太自貿區（FTAAP）談判。APEC秘
書處執行主任博拉德(Alan Bollard)昨日在媒體吹
風會上表示，目前並未有計劃開啟亞太自貿區談
判，而是就亞太自貿區的可能性進行預計為期兩
年的戰略研究。
博拉德表示，研究將考察亞太自貿區的可能

性，包括涵蓋國家、自貿協定如何達成、所需時
間等細節問題。而亞太自貿區究竟是TPP（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升級版，還是與TPP完全獨立，
相關細節仍需探討。
此外，APEC政策支持小組主任Denis Hew表

示，今年APEC期間，各經濟體有望達成覆蓋亞太
經合組織21個成員的互聯互通藍圖，為促進區域內
商品、服務以及人員流動提供綱領性指導意見。
博拉德尤其強調，互聯互通不僅包括交通、基

礎設施等，還包括人員的往來，未來在學生、商
務、旅遊等人員往來方面將有更加便捷的舉措。

博拉德表示，上述共識是目前APEC各成員經
濟體代表在最後一次高官會上達成的，接下來將
提交未來兩天舉辦的部長級會議進行討論並得出
最終結果，而後提交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進行最後
磋商。

亞太自貿區路線圖初步擬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琳 北 京 報 道 ） 2014 年
APEC最後一次高官會昨日
在北京閉幕。中國商務部國
際經貿關係司司長張少剛介
紹當天會議成果時表示，
APEC成員已初步完成亞太
自貿區路線圖的制定，也準
備就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問
題開展信息交流與合作。
張少剛透露，高官會主要討

論了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促
進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合作，
加強亞太地區經濟技術合作，
研究APEC如何支持和加強多
邊貿易體制等。
張少剛表示，與會各方同
意切實發揮APEC推進區域
經濟一體化的作用，初步完成了亞太自貿區路線
圖的制定，也準備就區域一體化問題開展信息交
流與合作。各方同意加強亞太地區不同貿易安排
之間的互動和信息交流，也準備就亞太自貿區安
排開展全方位的戰略研究，爭取通過共同努力為
實現最大範圍的亞太一體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張少剛同時強調，亞太自貿區與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並不矛
盾，至於是合併同類項，納入總的貿易安排，還
是「另起爐灶」推進亞太自貿區，目前各經濟體
還處於研究階段。中美在亞太自貿區建設方面是
合作關係，而不是對抗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北京專家認
為，反腐是APEC各經濟體共同面對的一大挑戰。中
國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但面臨着貪官外逃、遣返困難
的短板。中國此次憑借APEC會議主場之利推出反腐
議程，並努力推進海外反腐的國際合作，不但有助於
本國突破反腐瓶頸，也將促進APEC成員都獲得他國
的支持，改善整個亞太地區反腐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本報
指出，在新一屆中央的主導下，中國強力反腐，其
成果舉世矚目，但貪官外逃、遣返困難，已成為內
地反腐工作的一大瓶頸，貪官一旦外逃，紀檢監察
部門有時也鞭長莫及 ，所謂「貪飽就跑，跑了就
了」，海外成為貪腐官員的夢想之地。因此，加強
與其他國家的反腐敗國際合作，有助於加大海外追
贓追逃、遣返引渡的力度，有效堵住反腐漏洞、提
高反腐敗效率。
而另一方面，反腐是APEC各經濟體共同面對的一

大挑戰，其他國家也亟需加強反腐合作，如美國，其
面臨的偷稅漏稅現象很嚴重，近年來美國一直在加強
追查海外的偷稅漏稅問題，同時，美國等國家成為近
年來中國貪官外逃的首選地，它也亟需擺脫所謂的
「犯罪者藏匿天堂」等負面形象。因此，加強反腐國
際合作，對APEC成員國是多贏之舉。
此外，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表示，四中全會

《決定》提出，要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加大海
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向世界展示中國反
腐決心，這順應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理
念，反腐是中國國家治理方面重要事務，其中一
個環節就是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而且中國的反
腐國際合作已取得一些進展。澳洲、加拿大和美
國等APEC成員是一些貪官最常逃匿
去處，利用APEC平台進行反腐會很
有收效，而且更加彰顯中國反腐工作
透明化、公開化。

加強國際合作 助突破反腐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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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參觀中關村 讚技術高端前沿
「如果將今天看到的中國新技術傳播給世界民

眾，人們定會驚呼一聲『哇歐』!」來自坦桑尼亞
《每日新聞報》的伊利納扎笑着向本報記者表示。
參加 APEC 報道的中外媒體昨天參觀了中關村國家
自主創新示範區展示中心，對中國技術的高端讚歎
不已。

在展示3D技術的展台中，大屏幕滾動播放着國際
巨星成龍在電影《十二生肖》中用3D打印技術複製獸

首的畫面。顯示屏旁邊的牆壁上掛有3D技術在醫療上
應用的展板。「這種技術可探索構建體外癌細胞三維
模型，伴隨着技術的發展，癌症有望攻克」，講解員
說。外媒記者聽得格外入神，用相機仔細拍攝下每塊
宣傳板的內容。有外媒記者表示，沒
有想到中國的技術如此高端前沿，此
行感受良多，值得向世界傳播。

■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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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自主品牌汽車服務APEC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APEC中
國年」中國製造獨領風騷，包括會議用車、通信工
具、服裝等18家贊助企業全部為自主品牌。其中，北
京製造業代表——北汽集團為本屆APEC提供了800
輛自主品牌用車。APEC「官方指定用車」 已經由曾
經的奧迪、奔馳等合資品牌轎車，變為如今由北汽紳
寶、一汽紅旗等為代表的清一色國產品牌。
以北汽為代表，本屆APEC「官方指定用車」全部
為自主品牌，而回首13年前，中國首次舉辦APEC會
議時，在會場馳騁的都是合資品牌轎車。據了解，中
國自主品牌憑借技術創新、質量進步和日益上升的品
牌影響力成功贏得APEC官方用車資格。有外媒記者
評論說，中國自主品牌汽車亮相APEC國際舞台，彰
顯出中國對自身產品的自信。

從facebook到禱告室 體味自由空間
「居然可以不用任何『翻牆』軟件，

我就可自由登錄facebook！」，「啊，
這裡還有祈禱室？！」這些天，北京
APEC峰會新聞中心內的特別安排，出

乎不少境外記者意料，特別是一些來之前對中國持有
誤解或偏見的外國記者們。
記者昨日進入新聞中心內，看到寬敞的大廳內，主
辦方提供了上百個工作台，並配有筆記本電腦供使
用，打開網頁，facebook、Google、英國廣播公司
（BBC）等境外網站，都可以自由快速瀏覽。而之
前，外媒曾一度傳言，指北京APEC峰會的新聞中心
將不能使用Google、facebook等境外網站。

設施齊全 中方踐承諾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前天亦在例行記者會上對此予
以了反駁。她表示：「中國互聯網是開放的，我們將
依法進行管理。如我們承諾過的，有關部門將為峰會
圓滿舉行竭盡全力。媒體中心設施齊全，是專門為高
標準提供相關服務而建造，包括互聯網服務」。

除了在互聯
網使用上向境
外記者提供便
利，新聞中心
還設有祈禱
室。沿工作間
走廊走到盡
頭，就是祈禱
室，二十多平
米的房間，四周是白色的牆壁，地上鋪着綠色祈禱
毯，燈光安靜而祥和。
近年來，北京等中國城市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並

不斷借奧運會和APEC等國際大型舞台更快地走向世
界，進而讓世界更好了解和認識中國。各國國情不
同，制度不同，管理各異，需要彼此尊重。中國政府
對互聯網和祈禱室的特殊安排，雖然是細節，但卻充
分體現出中國政府兌現承諾，與國際接軌，尊重各國
宗教習慣和國際慣例的成熟和風範。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北汽為本屆APEC提供的自主品牌轎車紳寶D70。
記者馬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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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中心有新聞中心有
專 門 的 祈 禱專 門 的 祈 禱
室室。。 葛沖葛沖攝攝

■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博拉德介紹了本次
APEC會議的關鍵問題與倡議等。 中新社

■中國商務部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周新聞中心
舉行吹風會。中為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