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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人
民大會堂同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雙方一致同意
繼續把握好雙邊關係發展大方向，鞏固「中泰一家
親」傳統友好，以鐵路合作為契機，提升合作規模
和水平，更好實現互利共贏，推動中泰關係與合作
取得新進展，促進中國－東盟合作不斷深化，向前
發展。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指出，明年將迎來中泰建交

40周年，兩國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希望雙方把
握好雙邊關係發展大方向，鞏固「中泰一家親」傳統
友好，提升合作的規模和水平，更好實現互利共贏，
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取得新發展，特別是

要力爭實現明年雙邊貿易額1,000億美元的目標；推
動更多使用本幣作為兩國貿易投資結算貨幣；擴大人
文、科技、旅遊等領域合作，努力實現2016年兩國
遊客互訪500萬人次的目標；希望泰方為中國企業參
與鉀礦資源勘探開發等提供支持和便利。

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
李克強強調，中方把發展同東盟的關係視為周邊外

交優先方向，歡迎東盟明年建成政治安全、經濟、社
會人文三個共同體。三年來，泰國作為中國－東盟關
係協調國，為促進中國－東盟關係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中方願同泰方繼續在商簽「中國－東盟國家睦鄰

友好合作條約」、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
判、辦好2015年「中國－東盟海洋合作年」等方面
密切合作，推動中國－東盟合作不斷向前發展。
巴育表示，泰中合作有利於泰國的發展，泰方堅定

致力於提高兩國關係水平，願同中方抓緊落實鐵路、
農產品貿易等合作協議，加強經貿、金融、投資、人
文等領域合作，更多惠及兩國人民。泰方歡迎中國企
業赴泰投資設廠。中國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發
揮了重要作用，泰方願同中方密切配合，推動東盟－
中國關係和區域合作邁上新台階。
會談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了金融、水利等領域雙

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李克強晤泰總理：以鐵路合作為契機實現共贏

內地農業謀加快轉型發展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開幕 部署推進現代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綜合報道）中央農村工作會

議昨日在北京開幕。這次會議將總結2014年中國農業和農村工

作，研究部署2015年的農業農村工作，會議預計在加快轉變農

業發展方式、加快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方面進行部署。專

家表示，有競爭力的農業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戰略支

柱，培養新型農民與農場主、改革支農體系、下放支農資金調

配權等改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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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農業部部
長韓長賦日前就土地制度改
革接受專訪時指出，三權分
置就是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
體所有的前提下，實現土地
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
置。這是重大制度創新，
既保護農戶承包權益，又開
拓土地經營權。
據《人民日報》報道，

韓長賦表示，「『三權分
置』是引導土地有序流轉的
重要基礎，既可以維護集體
土地所有者權益，保護農戶
的承包權益，又能夠放活土
地經營權，解決土地要素優
化配置的問題；既可以適應
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
讓農村勞動力放心轉移就
業、放心流轉土地，又能夠
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的形
成。」
韓長賦續談到：「只有

穩定土地承包關係，農民的
土地承包經營權得到充分保
障，他們才能放心長期流轉
土地，流入方才能獲得穩定
的經營預期。」目前，農戶
承包地仍然存在面積不準、
空間位置不明、登記簿不健
全等問題，這使許多農民心
裡不夠踏實，總擔心土地流
轉出去自己的權益無法保
障。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
要搞好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
工作，頒發權屬證書，強化
物權保護，為土地經營權流
轉奠定堅實的產權基礎，真
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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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
道）經過三年試點運行，河南省日前
正式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制度，並規定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一
經建立，社保管理機構就為其提供終
身服務，無論參保人於何地繳費，或
是否間斷性繳費，個人賬戶都累計記
錄參保人權益，支付終身。
河南省日前正式出台《關於建立城

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意
見》，將全省城居保和新農保合併，
這意味着河南省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
度將正式建立。該制度自2011年試點
運行以來，已覆蓋河南全省4,800多萬
人，截至目前領取待遇的人數達到了
1,200多萬。

可異地轉移
記者從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廳了解到，為促進實現城鄉均等，早
在2011年河南省部分地區便將新農保
和城居保合併，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
老保險試點，但由於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存在銜接障
礙，曾一度出現農民工「退保潮」現
象。為解決這一問題，新規規定，除
已按規定領取養老保險待遇的，其養
老保險關係不隨戶籍轉移之外，參加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員，在繳費期間
戶籍遷移、需要跨地區轉移城鄉居民
養老保險關係的，可在遷入地申請轉
移養老保險關係，一次性轉移個人賬
戶全部儲存額，並按遷入地規定繼續
參保繳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

外交部：反對一切形式網絡攻擊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反對一
切形式的網絡攻擊和網絡恐怖行為，反
對任何國家或個人利用他國境內設施對
第三國發動網絡攻擊。
據新華社報道，有記者問，美方稱朝

鮮應為索尼影業遭受網絡黑客攻擊負
責，中方是否認同這一說法，是否就此
與美方進行過溝通？中方準備向朝鮮傳
遞怎樣的信息，是否會告訴他們這種行
為是不可接受的？

華春瑩說，中方在維護網絡安全方面
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中方反對一
切形式的網絡攻擊和網絡恐怖行為，反對
任何國家或個人利用他國境內設施對第三
國發動網絡攻擊。中方願在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的基礎上與國際社會就維護網絡空
間和平與安全開展建設性合作。
她介紹說，21日，外交部長王毅應約

與美國國務卿克里通話。其間克里介紹
了美方有關看法，王毅重申了中方有關
立場。

國資委明年將建「三項清單」強化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國資委昨日召開

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時提
出，國資委要帶頭自我改革、自我革命，
並將以聚焦監管內容、調整監管方式、提
高監管效能為重點，建立權力清單、責任
清單、負面清單。
據新華社報道，國資委主任張毅指出，

明年要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全力以
赴保增長，注重提高經營績效；積極推進
國有企業改革，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
功能，穩妥、規範、有序發展混合所有制

經濟，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大力實
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創新驅動推動產
業優化升級；深入開展國際化經營；着力
提高依法治企、依法監管的能力和水平；
切實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
會議提出將建立「三項清單」。張毅

說，國務院國資委要帶頭自我改革、自我
革命，以聚焦監管內容、調整監管方式、
提高監管效能為重點，建立權力清單、責
任清單、負面清單，把該給的堅決給到
位，同時對該管的也要管到位。

標識多不清 頻引消費訴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因為生產商在轉基因食用油標識

上做得不夠清晰醒目，內地頻頻出現消費者狀告生產商不規範
經營行為。深圳幾日前亦有首例「轉基因標識糾紛案」在羅湖
區法院開庭，消費者因轉基因食用油標示不明顯將生產商金龍
魚、銷售商沃爾瑪超市等3家被告告上法庭。
據了解，內地實行相對嚴格的轉基因標識制度，目前有兩部

法律法規對此加以規範。一部是國家質檢總局的《食品標識管理
規定》，規定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轉基因原料的產品，必須在
標識上加入中文說明。另一個是國務院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條例》，規定「列入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的農產品，必須
有明顯標識。
但是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生產廠家往往沒有嚴格執行相關

的標識規範。不少專家認為，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要有知情
權，規範並完善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至關重要，轉基因食品的
推廣和銷售要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公開和尊重消費者選擇權的基
礎上。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宋華琳建議，應通過修訂《食品安全

法》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加以規定，有關部門應盡快制訂轉基
因食品安全的國家標準，填補對轉基因食品監管的「盲點」。

香港文匯報訊 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以下稱
「二審稿」）昨日第二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
議，其中規定，生產經營轉基因食品應當按照規定
進行標識。
據中新社報道，當天，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二次會議聽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修改情況的匯
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指出，中國《農業轉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已經規定了農業轉基因生物標
示制度，一些國家也在法律中規定轉基因食品應當
在標籤上予以明示。二審稿為保障消費者的知情
權，增加上述規定。

拒不改正 罰到停產
草案規定，「轉基因食品未按規定標識」有可能

承擔從沒收違法所得、罰款到停產停業、吊銷許可
證等各個檔次的處罰，但其中「標籤存在瑕疵但不
影響食品安全」的，由縣級以上食藥監管部門責令
改正即可，拒不改正的，處二千元以下罰款。
二審稿進一步加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法律責

任，如加重對添加藥品等四種違法行為的處罰，對
用非食品原料生產食品等六種嚴重違法行為的責任
人增加規定行政拘留的處罰。對明知從事違法食品

生產經營活動，仍為其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其他
條件，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等四種違法行
為，增加規定與食品生產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此
外，部分罰款標準下限也有所提高。
二審稿增加規定，用超過保質期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劑生產食品等違法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同時還規定，鼓勵使用高效低毒農藥，加快淘
汰劇毒、高毒農藥，同時違法使用劇毒、高毒農藥
的，規定可以給予行政拘留。

據新華社報道，2014年，中國糧
食產量達到60,709.9萬噸，實現

了糧食產量的「十一連增」。農民人
均純收入從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
去年的8,896元，10年增長240%。今
年預計也將保持較快增長，增幅有望
繼續高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品質效益並重 提高競爭力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糧食連年豐
收，但耕地和水資源對農業生產的約
束日益加劇，拚資源、拚消耗的粗放
經營難以為繼，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刻
不容緩，今後應從主要追求產量增長
向數量品質效益並重、注重提高競爭
力、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轉變。
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
調，要堅定不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
式，盡快轉到數量品質效益並重、注
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
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上來，走產出
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
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分析人士就
此認為，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
快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等議題，
有望在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得到
進一步細化和部署。
目前中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
水平已超過60%，比10年前提高近
30個百分點，但與發達國家仍有明顯

差距。與此同時，在工業化、信息
化、城鎮化取得快速進展的同時，農
業現代化已經成為中國四化建設的
「短腿」，制約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健
康發展，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亟
需加快推進。

培養新型農民與農場主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黨國英向本報表示，當前內地發展現
代農業面臨很多難點，比如大部分農業
經營體系還處在勞動生產率低下、勞動
成本高的小農體系；農業技術以高消耗
的灌溉農業為主；小農生產體系在涉及
化肥、農藥方面投入相對過多；財政支
農方面成本高且效率低下。
黨國英認為，如果讓農民保持小農

狀態，在競爭規律的作用下，無論怎
樣調整經濟結構，其收入趕不上城市
居民。目前採取的依靠農產品政府提
價與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絕不是提高
農民收入的長久之計。
黨國英強調，只有盡快轉變農業發

展方式、讓農民與農業經濟充分融入
世界分工體系，才是農民富裕、農村
繁榮的基礎。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
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進一步加快
土地流轉，培養扶持農業合作社以形
成適度的規模經營，培養新型職業化
的農民與農場主。

■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昨日第二次提交全國人大常
委會審議，其中規定轉基因食品應當按照規定進行
標識。 中新社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昨日在京召開，預計對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進行部署。圖為海南瓊中縣農民搶
收山蘭稻。 資料圖片

工商企業租地「非農化」突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近年來

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呈加快趨勢。截至2014年6月
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3.8億畝，
佔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28.8%。對於社會關注
的工商資本流轉土地情況，農業部的數據顯示，
到2014年6月底，流入企業的承包地面積已達到
3,864.7萬畝，呈逐年上升趨勢。

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平穩健康，但
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視的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強
行推動土地流轉，片面追求流轉規模，侵害了農
民合法權益；有的地方土地流轉市場不健全，服
務水平有待提高；有的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
租賃農戶承包地，「非糧化」「非農化」問題比
較突出。

■■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
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泰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