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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融資高成本
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 抓緊出台註冊制

國務院十措施

中梵主教任命協議近達成 今年底明年初料梵答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浙江烏
鎮報道）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昨日在浙
江烏鎮召開，來自全球的上千名嘉賓就
互聯網的發展與未來展開討論。記者從
大會開幕式上獲悉，國家主席習近平向
大會發來賀詞，稱中國正致力互聯網建
設，讓互聯網惠及中國13億人民生活，
並強調國際合作，加強網絡安全。

讓互聯網發展惠及13億國人
習近平在賀詞中指出，當今時代，以
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
孕育興起，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
展的先導力量，深刻改變着人們的生產
生活，有力推動着社會發展。中國正在
積極推進網絡建設，讓互聯網發展成果
惠及13億中國人民。中國願意同世界各
國攜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的原則，深化國際合作，尊重網絡主
權，維護網絡安全，共同構建和平、安
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
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
系。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出席了會議並致

辭，他指出，本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以
「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為主題，回應
了國際社會的關切，對於推動全球互聯
網均衡、安全、可持續發展，更好發揮
互聯網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
用，促進各國人民共享互聯網發展成
果，增進人類福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據了解，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愛爾
蘭前總理伯蒂．艾亨、俄羅斯總統助理
伊戈爾．肖格列夫、坦桑尼亞通訊與科
技部長馬卡姆．姆巴拉瓦、阿里巴巴創
始人馬雲、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
機構(ICANN)總裁法迪．切哈德、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先後在開幕
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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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梵蒂岡天主
教教宗方濟各飛機今年8月曾首度飛越中國領空，並
問候中國領導人及中國人民，令外界對一直膠着的中
梵關係又生遐想。對此，有關權威人士日前接受本報
獨家訪問時透露，中梵之間談判了近4年的主教任命
協議已基本達成，目前已呈交給梵方，正等待回應，
按照以往慣例，梵方應該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給中方一
個回應。該權威人士表示，中梵雙方在主教任命權上
已達成默契，目前阻礙雙方建交的最核心難點在中國
天主教的代表大會制，即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這
一原則以及主教團向代表大會負責這一體制。

中梵雙方對主教任命有默契
權威人士告訴記者，單就談判多年的主教任命問
題，中梵雙方4年前就已談得差不多了，後來中梵中
斷官方談判接觸，協議也就擱置起來，其間中方為了
照顧梵方感受，已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和誠意。據透
露，山西長治、四川成都、陝西等地主教人選都已選
出，但尚未正式祝聖。

中梵雙方就主教任命權究竟已達成什麼樣的默
契？該權威人士分析預測，可由教區自選出一名主教
人選，接着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再報國家宗教局備
案，最後通過外交渠道通報梵方，如果中國政府和梵
方對所報主教人選無異議就可以舉行祝聖禮，在中梵
雙方未就主教人選達成一致的前提下，雙方都不會有
單方面的任命行動，不會強行祝聖。
此外，亦可由教區自選出兩名主教人選，上報程序
一樣，但主教團可向梵方作傾向性推薦排序，供梵方
參考，梵方在兩人中作出選擇，同意就正式祝聖，不
同意則重審。該權威人士強調說，就主教任命問題，
中梵雙方肯定會有雙方交換意見機制，該想到的「技
術層面」的問題可以說都已想到。
當被問及主教任命協議能否順利簽定，該權威人士

表示，中斷談判4年多，雙方難免會有新的表達訴
求，這就取決於中梵雙方目前在主教任命背後的核心
目標差距有多大。「按照目前情勢預測，梵方顯然不
滿足只簽一個只針對主教任命的協議，梵方想簽一個
一攬子協議，涉及問題如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制度是

否取消，天主教愛國會有無必要存在等，而這對中國
顯然很難做到。」
事實上， 4年前，中梵中斷官方接觸談判就與中

國天主教代表大會制度有關。2010年，中國天主教
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選舉出新一屆中國天主
教領導人後，梵蒂岡公開發表聲明予以指責，並攻
擊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國國家宗教局第一時
間就此回應稱，梵蒂岡的行為不僅非常冒失，而且
十分無理，中國天主教選舉領導人不需梵蒂岡「恩
准」。

台灣不是問題 愛國會不是不能討論
至於外傳阻礙中梵建交的台灣問題以及中國天主教

愛國會未來地位問題，有消息人士指出，台灣不是問
題，梵蒂岡已為中梵建交後如何安置台灣制定了詳細
計劃。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問題不是不可以討論，新
的歷史條件下可以有新的歷史使命，愛國會未來或許
會改名，以更適合時代背景的組織出現。
以上消息尚未得到有關方面證實。

■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召
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張聰 北京報道）2014年APEC
第22次領導人峰會已於12日在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成功落
下帷幕，記者昨日從投資方北控集團獲悉，包括雁棲湖會議
中心、雁棲酒店在內的APEC會址已經從17日起逐步對外
開放。北控集團黨委常委于力表示，北控集團已經和全球著
名酒店管理機構凱賓斯基合作，由凱賓斯基方面提供國際化
的管理和服務，為後APEC時代的APEC會址運營提供專業
服務，提升會址的利用率，「集團計劃出資400億元將雁棲
湖打造成為北京的國際會都。」
APEC會址由雁棲湖核心島上的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
心、雁棲酒店、12棟精品別墅和雁棲塔，以及核心島外
的日出東方酒店組成。于力表示，目前核心島外的日出東
方酒店已經正式對外運營，而APEC會議舉辦地核心島暫
無向個人開放遊覽區域的計劃，因此普通市民還不能在島
上觀光。但酒店運營團隊已在研究島上的參觀遊覽線路，
可能明年向社會開放。

預訂火爆 明年上半年排滿
于力透露，APEC會址目前已經收到了來自殼牌、微

軟、奔馳等世界500強企業的訂單，「目前來看，會址預
訂非常火爆，明年上半年為止，會址的預訂已經排滿。」
談及是否會承接2016年的G20會議，于力表示，目前還
不清楚，但肯定明年將會承辦北京電影節等一系列北京的
大型國際活動，「希望讓更多的國內外優秀企業看到雁棲
湖作為國際會都的獨特優勢，吸引更多的國內外高端會議
在這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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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前往APEC會址參觀。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發布《關
於印發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
年）的通知》。通知要求穩步提高國內石油
產量，加強渤海、東海和南海等海域近海油
氣勘探開發，盡快突破深海採油技術和裝備
自主製造能力，大力提升海洋油氣產量。
據中通社報道，通知指出，堅持陸上和
海上並重，鞏固老油田，開發新油田，突
破海上油田，大力支持低品位資源開發，
建設大慶、遼河、新疆、塔里木、勝利、
長慶、渤海、南海、延長等9個千萬噸級

大油田。同時，穩定東部老油田產量。以
松遼盆地、渤海灣盆地為重點，深化精細
勘探開發，努力增儲挖潛，提高原油採收
率，保持產量基本穩定。
就加快海洋石油開發，通知指出，按照
自主開發與對外合作並舉的方針，加強渤
海、東海和南海等海域近海油氣勘探開
發，加強南海深水油氣勘探開發形勢跟蹤
分析，積極推進深海對外招標和合作，盡
快突破深海採油技術和裝備自主製造能
力，大力提升海洋油氣產量。

中國將加強近海油氣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公布
《關於印發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
2020年）的通知》。通知就安全發展核電指
出，在採用國際最高安全標準、確保安全
的前提下，適時在東部沿海地區啟動新的
核電項目建設，研究論證內陸核電建設。
據中新網報道，通知明確，堅持引進消
化吸收再創新，重點推進 AP1000、
CAP1400、高溫氣冷堆、快堆及後處理技

術攻關。加快國內自主技術工程驗證，重
點建設大型先進壓水堆、高溫氣冷堆重大
專項示範工程。積極推進核電基礎理論研
究、核安全技術研究開發設計和工程建
設，完善核燃料循環體系。
同時，積極推進核電「走出去」。加強
核電科普和核安全知識宣傳。到2020年，
核電裝機容量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容
量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

東部沿海新核電項目將適時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新網報道， 俄羅斯
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示，俄羅斯和中國2015
年將在地中海海域和太平洋地區舉行聯合
演習。
周二在同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會談之後，

紹伊古指出，雙方表示，軍事領域聯合活動
的範圍「明顯擴大並且獲得系統性特點」。
紹伊古說，今年5月成功舉行了第三次「海

上聯合」俄中海軍演習，其間兩國海軍首次
作為混合艦隊成員演練了教學戰鬥任務。
紹伊古說：「我們計劃明年春季再次在

地中海海域舉行聯合海軍演習。還計劃在
太平洋地區舉行聯合海軍演習。」
他總結說：「我們在軍事領域的相互協

作具有很大潛力，俄羅斯方面準備在最大
範圍內發展協作。」

中俄明年地中海聯合軍演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7月以來，中國官方出台
舉措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此次國

務院常務會議認為，一些地區和領域呈現緩解趨
勢，但仍然是突出問題。
會議指出，必須堅持改革創新，完善差異化信貸
政策，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一步有針對性
地緩解融資成本高問題，以促進創新創業、帶動群
眾收入提高。

支持跨境融資 加快利率市場化
會議部署十項舉措：一是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

改進合意貸款管理，完善小微企業不良貸款核銷稅
前列支等政策，增強金融機構擴大小微、「三農」
等貸款的能力。二是加快發展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
機構，支持銀行通過社區、小微支行和手機銀行等
提供多層次金融服務，鼓勵互聯網金融等更好向小
微、「三農」提供規範服務。三是支持擔保和再擔
保機構發展，推廣小額貸款保證保險試點，發揮保
單對貸款的增信作用。四是改進商業銀行績效考核
機制，防止信貸投放「喜大厭小」和不合理的高利
率、高費用。五是運用信貸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

資金存量，簡化小微、「三農」金融債等發行程
序。六是抓緊出台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方案，取消
股票發行的持續盈利條件，降低小微和創新型企業
上市門檻。建立資本市場小額再融資快速機制，開
展股權眾籌融資試點。七是支持跨境融資，讓更多
企業與全球低成本資金「牽手」。創新外匯儲備運
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中國裝備「走出去」。八

是完善信用體系，提高小微企業信用透明度，使信
用好、有前景的企業「錢途」廣闊。九是加快利率
市場化改革，建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引導金
融機構合理調整「虛高」的貸款利率。十是健全監
督問責機制，遏制不規範收費、非法集資等推升融
資成本。用良好的融資環境，增強企業參與市場競
爭的底氣和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

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

進一步採取有力措施，緩解企業融資成

本高問題。

■■國務院常務會議昨日決定進一步採取有國務院常務會議昨日決定進一步採取有
力措施力措施，，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圖為圖為
內地某製衣廠車間一角內地某製衣廠車間一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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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愛國會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於195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該

會是由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愛
國愛教的群眾團體，不受外國勢力支配，奉行自治
自養自傳「三自」原則，獨立自主民主辦教。中國
天主教愛國會與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合稱為中國天主
教「一會一團」，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天主教的
最高權力機構。

愛國會成立之初設定的宗旨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並團結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高舉愛國愛教旗
幟，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積極與
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牧靈福傳事業。

該會現任主席是來自山東教區的房興
耀主教，這亦是「第一位」由中梵共同
認同的主教被選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
席。 ■記者軼瑋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暮色中現身浙江義烏
青岩劉村，村民們聞訊冒雨趕來。李克強說，網店經營在你們
村集中發展得最早，現在村裡的網店數量已經是居民戶數的十
倍，網店在虛擬空間服務實體經濟，開拓巨大的市場空間，你
們不愧是「網店第一村」。李克強還鼓勵正忙着接單的「店小
二」既當就業者，又當創業者，未來成為「大掌櫃」。
據人民網報道，李克強今日將同出席世界互聯網大會的中外

互聯網巨頭座談，就互聯網發展和開發創新等議題，進行共享
共治、合作共贏的「頭腦風暴」。

李克強現身「網店第一村」
今與互聯網巨頭座談

■李克強鼓勵忙着接單的「店小二」未來創業當「大掌櫃」。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