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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相接連抹黑解放軍進出太平洋 與法國恐襲相提並論

國防部斥日：罔顧事實渲染中國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防衛省網站日前刊登了日本上月底剛剛

就任的防衛大臣中谷元 1 月 5 日致防衛省職員及自衛隊的新年
講話，當中對中國軍隊進行了抹黑攻擊。此後，中谷元又在
視察陸上自衛隊時將解放軍進出太平洋與近期發生的法國恐
襲相提並論。據中國國防部網站昨日報道，針對中谷元的抹
黑，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表示，中國軍隊在相關海空域的
活動完全正當合法。日本防務部門領導人罔顧事實，老調重
彈，渲染「中國軍事威脅」。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日前報道，中谷元在講話
中稱，中國上月讓海軍艦艇在日本周邊海域航

行，正在使海軍艦艇進入太平洋日常化，又指中國除在
東海進入日「領海」外，還用火控雷達瞄準日本艦艇，
並設定東海航空識別區，讓戰機異常接近自衛隊戰機，
反覆進行可能招致不測事態的「危險行為」，這是極其
危險的狀態。中谷還舉出了朝鮮開發核武器和彈道導彈
及網絡攻擊等事態，認為必須對應新的危機和國家防衛
的時代已經到來。

日方稱中國艦艇越發活躍
另據日本新聞網報道，中谷元 11 日在千葉縣的陸上
自衛隊習志野演習場視察了陸上自衛隊第一空挺團假想
奪回離島的新年首次空降訓練。中谷元在講話中指出，
在日本周邊，中國海軍艦艇的活動越發活躍，日本面臨的
安保環境越來越嚴峻。最近，法國巴黎也發生了恐怖襲擊
事件，世界的安保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恐怖襲擊、游
擊戰、網絡攻擊等威脅國際和平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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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隊已經迎來了與警察、海上保安廳聯合行動，海、陸、
空聯合的時代。因此，日本必須發揮「統合機動防衛
力」，面對各種事態，保持即時應對的態勢。

中方冀日恪守四點原則
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昨日就中谷元的講話表示：中
國一貫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劃
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擁有的權利。中
國軍隊在相關海空域的活動完全正當合法，中方早已就
日方誣稱的所謂「火控雷達照射」作出澄清，並公佈了
日本軍機危險行為的確鑿證據。
不久前中日雙方就改善和處理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
共識，兩國關係邁出了改善的第一步。日方應信守承
諾，恪守四點原則共識精神，妥善處理好有關問題，不
要發出有礙於中日關係改善的雜音。
據了解，中谷元是迄今為止日本第一位自衛隊出身的
防衛大臣。2001 年，他曾進入小泉純一郎內閣，成為
史上最年輕的防衛廳長官。
■圖為中國海軍艦艇去年進入西太平洋海域參加「環太平洋-2014」軍演。

新疆疏勒縣六暴徒欲製造爆炸遭擊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辛鵬 新疆報道）昨日
上午，新疆喀什市疏勒縣有六名暴徒試圖在鬧
市引爆爆炸裝置，警方接報後及時到場，將六
人全部擊斃。事件中沒有警員和群眾傷亡。
昨日上午 10 時 10 分許，一名可疑人員攜帶爆
炸裝置在新疆疏勒縣縣城某商業區被民眾發現
後舉報，警方到場時此人持斧襲警，並欲引爆
爆炸裝置，被警方當場擊斃。處置過程中，又
先後有五名暴徒欲引爆爆炸裝置製造爆炸，均
被警方果斷擊斃。

有企業准假一日
就職於疏勒縣某企業的李女士在電話中告訴
記者，自己因感冒早上上班遲了些，在路上便

國家科技管理統一平台後年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 為破除條塊分割多
頭管理、科技資源配置重複申請、重
複投入等「碎片化」問題，國務院
《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
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近日
正式印發，對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
改革作出全面部署，預計 2017 年全
面完成改革。

接到公司通知說縣城「大十字」附近發生暴恐
事件，為了人身安全，當天准許休假。李女士表
示，疏勒駐紮部隊較多，且街上隨處可見執勤民
警、特警，因此並不感到害怕。「上午時分這邊
還有朋友傳言在暴恐事件中有一人被砍傷，中午
看到官方通告，並無人員傷亡。」李女士直言該
事件發生不會影響自己接下來的正常工作。
疏勒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南部，南疆
重鎮喀什市的西北部，是喀什的衛星城。該縣
地處塔里木盆地西緣喀什噶爾綠洲中部，西面
是帕米爾高原。疏勒縣總面積為 2,193.2 平方公
里，下轄三個鎮、12 個鄉。居民包括維吾爾
族、漢族、回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
■圖為疏勒縣縣城。
塔吉克族、蒙古族等民族。

瑞典關歐洲首所孔子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瑞典斯德哥
爾摩大學近日宣佈，該校與中國孔子學院的合作已顯得
多餘，此前的合作協議於 2014 年年底到期後不再續約。
歐洲首所孔子學院，將於今年6月30日關閉。
據《環球時報》報道，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通知稱，如今
的情況與10年前已不相同，當年對該校而言，與中國展開
交流至關重要，「如今我們與中國已擁有完全不同層次的
學術交流，這樣的合作顯得多餘」。該校副校長維丁對瑞
典《每日新聞報》說：「通常來說，大學裡設立的一個機
構由另一個國家政府提供經費，確實是有問題的做法。」

政府不再直接管具體項目

據新華社報道，方案可以概括成一
句話：政府不再直接管具體項目，國
家科技計劃全面整合成五大類。中國
有近 40 個部門管理着近百個中央財
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在科
技管理和項目支持上，存在「九龍治
水」、「天女散花」等現象。「本次
改革針對所有實行公開競爭方式的中
央財政科技計劃，也就是說民口中央
財政科技經費有一半以上，將納入改
革整合的範疇」。財政部教科文司司
長趙路說。
科技部條財司司長張曉原認為，本
次改革倒逼政府職能轉變最大的突破
就是，政府各部門不再直接管理具體
項目，改變過去既當運動員、又當裁
判員的局面。

形成五大類科技計劃布局

方案中明確，經過 3 年的改革過渡
期，到 2017 年全面完成改革，按照
優化整合後的五類科技計劃運行，並
建成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台，
現有的各類科技計劃（專項、基金
等）經費渠道不再保留。
方案對科技界普遍關注的科技計劃
佈局優化也有了明確安排，形成新的
五大類科技計劃佈局體系：首先面向
基礎研究和科學前沿探索部署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其次、聚焦國家重大戰
略產品和產業化目標，部署國家科技
重大專項。第三，針對事關國計民生
的重大社會公益性研究，以及事關產
業核心競爭力、整體自主創新能力和
國家安全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部署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第四是發揮財政
資金引導作用，安排技術創新引導專
項（基金），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
資本化、產業化。第五是安排基地和人
才專項，提升科技創新的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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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所在地風景優美
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所在地風景優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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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在華亦有類似機構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表示，西
方一些人仍抱着意識形態偏見看中國。本次是歐洲首次
出現孔子學院被關閉的情況，中方應高度重視。他建
議，未來可邀請更多社會組織參與辦學，課程設置也可
更接地氣。
另有孔子學院的外籍教師建議，孔子學院應與所在學校
的目標定位相契合，要與所在國家的文化環境相交融，貼
近當地民眾思維、習慣、生活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際能
力，讓孔子學院成為不同文化相互了解、不同國度人民相
互走近的窗口。
事實上，北歐國家在中國也設有與孔子學院類似的文
化教育機構，通過定期舉辦活動、培訓課程、出國訪學
等途徑，促進對華文化交流，部分經費、人員和教材由
■斯德哥爾摩大學校園內
斯德哥爾摩大學校園內，
，立有中國山東贈送的孔 該國政府提供。據報道，孔子學院也並非瑞典唯一的外
子銅像。
子銅像
。
網上圖片 國文化交流機構。

西藏動員全區漢族幹部學藏語

香港文匯報訊 西藏自治區近日開會動員全區漢族幹
部職工學習藏語，以便更好地服務百姓。截至去年底，
西藏7地市均完成組織漢族幹部職工藏語學習的目標。
據新華社報道，為了更好地服務群眾，西藏近年來
持續動員漢族幹部職工學習藏語。基礎藏語類教材廣
受歡迎。目前，西藏已完成《藏語文基礎》《常用藏
語口語 300 句》的編寫，印製「雙語」教材近 4 萬
冊，發放至地縣兩級黨校、組織的統戰等部門及各
鄉、鎮。

不懂藏語難知群眾所想
西藏山南地區乃東縣讚塘鎮漢族幹部趙磊表示，在
基層，許多藏民不會漢語，要想了解他們的所想、所
需，僅靠藏族同事翻譯很麻煩。「學習一些日常的藏
語，見到老鄉就跟他用藏語說你好。老百姓一下就會
覺得你『接地氣』，願意跟你交流，這樣我們就能更
好地為百姓服務。」

西藏自治區編譯局副局長曲扎表示，西藏 300 多萬
人口，9 成以上為藏族，語言是溝通的橋梁，漢族幹
部學習藏語，是對當地群眾的尊重，切實做到從群眾
中來，到群眾中去。「藏漢『雙語』學習既是提升黨
員幹部自身綜合素質的現實需要，也是克服語言障礙
更好地服務群眾的重要舉措。」他說
目前，西藏多地採取「1+1」模式，即1名藏族幹部
與 1 名漢族幹部結成互學對象。那曲地區聶榮縣查當
鄉四村黨支部書記次仁班覺介紹，全鄉為數不多的幾
名漢族幹部，每天都會向當地藏族幹部學習 1 句日常
用語。目前，大部分漢族幹部能用藏語與當地百姓進
行日常交流。
2015 年，西藏將繼續創新方式方法、深化「雙語」
互學，同時，堅持製作播出一系列「雙語」學習的廣
播電視專欄節目，高標準高品質完成一批藏、漢雙語
學習教材編寫任務，營造促進全區各族幹部職工學習
藏、漢雙語的濃厚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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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去年新增逾三萬
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婦聯 12 日透露，去年內地新增農村
留守婦女互助組 3.3 萬餘個，內地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總
數已超30萬個。
據新華社報道，隨着大量男性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村地
區出現了規模龐大的留守婦女群體。為幫助留守婦女更好
應對勞動、生活、情感等方面的問題，在全國婦聯的積極
推動下，各地婦聯組織通過村婦代會進行宣傳倡導，積極
探索建立留守婦女互助組。
在各地實踐中，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有的以村或村民小
組為單位，8 至 10 名留守婦女為一組，由婦代會牽頭推選
一名有文化、熱心、有能力的婦女骨幹為組長，主動聯繫
開展留守婦女日常生活關愛活動；有的以婦代會主任和婦
女小組長為骨幹，聯繫本村留守婦女建立互助組；有的則
依託各種種植養殖專業生產協會或合作社，建立留守婦女
互助組，帶動和扶持留守婦女發展專項生產創業致富。
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宋秀岩在 12日在京舉
行的全國婦聯十一屆二次執委會上表示，深化婦女議事
會、留守婦女互助組等工作，有力促進了基層婦女群眾在
社會治理創新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提高。
此次會議還透露，為改善困難婦女兒童的生存發展狀
況，全國婦聯和省級婦聯的公益慈善機構去年募集款物 10
億餘元，進一步推動「春蕾計劃」「母親健康快車」「母
親郵包」等公益項目的開展。

秦山九機組皆投產
中國最大核電基地誕生

香港文匯報訊 秦山核電廠擴建項目方家山核電工程 2
號機組 12 日晚 5 時成功併網發電。至此，秦山核電基地現
有 9 台機組全部投產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 654.6 萬千
瓦，年發電量約 500 億千瓦時，成為目前中國核電機組數
量最多、堆型最豐富、裝機最大的核電基地。
據新華社報道，方家山核電工程裝機容量為 2 台 108 萬
千瓦壓水堆核電機組，是目前內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自
主化、國產化程度最高的核電站之一。
該工程實施了先進的燃料組件、全數字化儀控等 18 項
重大技術改進，並在福島核事故後實施了 14 項技術改
進，進一步提高了機組安全水準。其 1 號機組已於2014 年
11月4日成功並網發電。
秦山核電基地自 1985 年 3 月 20 日首台核電機組開工建
設以來，30 年間成功實現了「中國核電從這裡起步」、
「走出一條核電國產化的道路」、「核電工程管理與國際
接軌」、中國核電「從 30 萬千瓦到 100 萬千瓦」自主發展
等歷史跨越。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秦山核電基地已累計安全發電
3,327.46 億千瓦時，相當於少消耗標準煤約 1.07 億噸，減
排二氧化碳約 3.5 億噸、二氧化硫約 233.38 萬噸，相當於
造林95.18萬公頃。

■秦山核電基地現已成為中國最大核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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