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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答記者問外交部答記者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有報道稱近期南非西北省地區多
家華人商店遭到哄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駐南非使領館已要求南主管部門強化對我僑胞聚居區的安保措
施，切實維護當地中國公民安全與合法權益。
華春瑩說，駐南非使領館已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加強安全防

範。外交部和駐南非使領館將繼續密切關注形勢發展，為在南中國公
民和機構提供協助。

已要求南非強化中國僑胞聚居區安保

確保中央重大經濟決策落地見效
中央財經小組第九次會議 倡真抓實幹主動作為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

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
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劉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張高
麗出席會議。
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兩年來，中

央財經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8次會議，確定了不
少要辦的大事，有必要檢查一下這些事是不是落
地見效了。總的看，各部門對貫徹落實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確定的事項態度是堅決的、思路是清楚
的、進度也是符合要求的。

革新投融資體制機制
習近平強調，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涉及
面很廣，要積極穩妥推進，越是複雜的工作越要抓
到點子上，突破一點，帶動全局。推進城鎮化的首
要任務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
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大中小城市
有不同要求，要明確工作重點。推進城鎮化不是搞

成城鄉一律化。城鄉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潛力巨大，
要加快改革和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

發展非常規能源
習近平指出，保障糧食安全，要加快轉變農業

發展方式，推進農業現代化，既要實現眼前的糧
食產量穩定，又要形成新的競爭力，注重可持續
性，增強政策精準性。保障水安全，關鍵要轉變
治水思路，按照「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
理、兩手發力」的方針治水，統籌做好水災害防
治、水資源節約、水生態保護修復、水環境治
理。保障能源安全，要明確責任、狠抓落實、抓
出成效，密切跟蹤當前國際能源市場出現的新情
況新變化，趨利避害，加快完善石油戰略儲備制
度，推進能源價格、石油天然氣體制等改革，大
力發展非常規能源。

營造創新體制環境
習近平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增強

緊迫感，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增強創新能力上，

着力破除制約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完
善政策和法律法規，創造有利於激發創新活動的
體制環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主要任務是
為亞洲基礎設施和「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
持，是在基礎設施融資方面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
的一個補充，要抓緊籌建。絲路基金要服務於
「一帶一路」戰略，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
化的原則，搭建好公司治理構架，盡快開展實質
性項目投資。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習近平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

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目標要明
確，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結構和
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探
索出一種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模式，促
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新增長極。思路要明確，
堅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舉措。方法要
明確，放眼長遠、從長計議，穩紮穩打、步步為
營，鍥而不捨、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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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

小組組長習近平昨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聽取中央財

經領導小組確定的新型城鎮化規劃、糧

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重大事項貫徹落

實情況的匯報、審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

展規劃綱要。習近平強調，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平台，

落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確定的事項，要

真抓實幹。要明確主體責任，主動作

為、形成合力。要重視抓實際成效，善

於與時俱進開展工作，確保黨中央各項

決策落地生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行政學院決策
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向本報指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
會議商討的問題都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涉及中國長
遠發展。儘管近期發佈的經濟數據不盡理想，市場對2015
年經濟形勢較為悲觀，但從此次會議看，中央更多的還是統
籌佈局經濟長期發展，更看重經濟發展的「質」，對短期經
濟下行更有容忍度。

王小廣向本報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
會議強調確保重大經濟決策落地見效，將有助於改變一些地
方官員「不作為」現象。在新常態下，改革才是經濟最重要
的「發動機」，經濟發展尤為需要各級政府提高執政能力和
效率，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張永軍則向本報
指出，現在整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面臨的問題較往常更為
突出，中央決策如果能更快落實到位，將有利於緩解經濟下
行壓力，解決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衛星城助解北京「大城市病」
對於會議審議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張永軍認

為，這將對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當前空
氣污染、交通擁堵、水資源短缺等「大城市病」困擾北京發
展，如何解決將直接關係北京今後的發展。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轉移一些相對低端、低效益的經濟部門以及一些公共
部門，強化周邊城市作為北京衛星城的功能，應該說是解決
「大城市病」的好辦法，同時也能帶動津冀地區共同發展。

張永軍續指，習總書記提到的京津冀發展要「走出一條內
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是因為北京市區本身還有很大的發
展潛力可挖。目前，北京的土地資源利用率、城市運行效率
等，與上海、廣州等相比都還有差距，如果發掘集約潛力和
空間，相信也可以更好地促進北京解決目前的城市問題。

籲發展非常規能源
對於加快完善石油戰略儲備制度，張永軍認為，由於國際

原油價格持續走低，現在是加大國家石油儲備、進行能源價
格調整的一個好時機。不過，中國對國際原油進口依賴越來
越高，雖然現在國際油價走低，但未來還有可能再次回到高

位。因此，從長期看，也要發展太陽能、風能、核電等非常規能源，
加快能源供應結構調整，保障國家能源供給安全。王小
廣則提醒，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對太陽能等非常規能源將

帶來衝擊，國家要給一些扶持政策，一旦油價今後
再次回歸高位，中國也能夠做好技術準備。

抓
決
策
落
地

紓
經
濟
下
行
壓
力

13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說，希望也
門有關各方以國家大局為重，避免採取單方面行動。
有記者問：近日，也門胡塞組織宣佈解散議會，成立「全國過渡委

員會」，部分地區爆發示威遊行，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表示嚴重關
切。中方對也門當前局勢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中方高度關注近日也門政局出現的重大變化，希望也門

有關各方以國家大局為重，加強團結，避免採取單方面行動，根據海
合會倡議、民族和平夥伴協議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通過對話
協商妥善解決分歧，繼續推進政治過渡進程，早日恢復國家穩定和正
常秩序。

希望也門有關各方勿採取單方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示，希望
緬北有關方面防止衝突升級，避免波及中方一側安全秩序。
有記者問：據報道，果敢同盟軍聯合克欽獨立軍等多支地方民族武

裝實施「光復果敢」計劃，大量邊民湧入中國境內。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華春瑩說，中方對事態表示關注。據了解，昨天至今部分緬甸邊民
出於自身安全考慮，進入中方境內，已得到安置。中方將繼續密切關
注形勢發展，及時做好有關工作，維護中緬邊境穩定。希望緬方亦為
此作出努力。
華春瑩強調，緬北局勢直接關係中緬邊境安全。「我們希望緬北有

關方面堅持通過和談方式解決分歧，防止衝突升級，影響邊境地區穩
定，尤應避免波及中方一側安全秩序。」

希望緬北有關方面防止衝突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示，中方
對立陶宛不支持任何主張「西藏獨立」的立場表示肯定，雙方一致同
意推進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有記者問：2013年9月立陶宛總統會見達賴後，中立關係遇到困

難。我們注意到，2014年年底兩國總理在塞爾維亞舉行了會晤。請問
立方在對華關係上態度有何變化？中方如何看待中立關係前景？
華春瑩說，2014年12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塞爾維亞出席第三次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會見了立陶宛總理布特克維丘
斯。立方表示，立方高度重視發展對華友好合作關係，尊重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
持任何主張「西藏獨立」、有損中國領土完整的分裂勢力和行為，今
後願以妥善方式處理此類敏感問題。她還表示，中方對立方的上述立
場表示肯定。中國政府重視發展同立陶宛的友好合作關係。中立雙方
一致同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
原則基礎上，加強溝通和協調，推進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中立推進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衛星城助解決京「大城市病」。圖為京津冀高速路共享信息。 網上圖片

韓下月再歸還68具中國志願軍遺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
韓國國防部發言人金珉奭昨日表
示，韓中兩國當天下午在首爾舉行
工作會議，商討韓方3月再向中方
歸還68具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事
宜。

去年已歸還437具遺骸
去年3月，韓國向中國歸還了437
具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此
後，雙方又在本月4日舉行的韓中防
長會談上商定，今年3月由韓方向中
方歸還新挖掘出的68具中國志願軍
遺骸。這是朝鮮戰爭時期在朝鮮半
島陣亡的中國軍人遺骸。
2014年3月28日，中韓雙方在韓

國仁川國際機場舉行了437具在韓中
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交接儀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例行記者
會上就中韓雙方舉行在韓中國人民

志願軍烈士遺骸交接儀式一事表
示，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魂歸
故里，同時這一合作必將增進中韓
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他還表
示，2013年6月，韓國朴槿惠總統
訪華期間，向中國領導人提出移交
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在中韓兩國
領導人共同關心和推動下，經過雙
方相關部門多次磋商，最終確定交
接相關事宜。

磋商開通兩國國防部熱線
另外，雙方還會於今日上午在韓

國首爾舉行工作會議，就開通兩國
國防部間熱線事宜進行磋商。金珉
奭表示，雙方將在會議上重點討論
與開通熱線有關的技術問題和管理
方案等。在本月4日舉行的韓中防長
會談上，雙方商定盡早開通兩國國
防部間熱線。

志願軍家屬盼DNA鑒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從2013年開始，有10
位年逾花甲的朝鮮戰爭中國志願
軍烈士後代定期赴韓國、朝鮮尋
找親人遺骸，到2014年在遼寧省
瀋陽市第一次目送437具志願軍遺
骸魂歸故里，再到如今獲悉中韓
或將於3月下旬再次舉行烈士遺骸
及遺物交接儀式，64歲的西安
人、志願軍烈士家屬康明倍感欣
慰，深感他及夥伴們多年的尋親
之路終於看到了希望，他們期待
與遺骸的DNA比對工作能夠盡快
落實。
去年3月28日，康明和10餘位

中國志願軍家屬從全國各地來到
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他

們不僅要親眼見證長眠異鄉60餘
年的志願軍親人回到祖國，還懷
揣着一個更大的冀望——能夠在
回國的遺骸中尋得親人的蹤跡。
儘管DNA的比對工作一直未能進
行，但這一次，他們仍舊期盼
着。
「我們一直對DNA鑒定抱有希
望。當時我們與館方（抗美援朝
烈士陵園）協商的是在條件允許
之後，取烈士骨骸中牙齒部分進
行比對，」但康明也坦言，DNA
的鑒定工作涉及多方，特別是在
經費以及主管單位的落實上，還
有一定的困難，「儘管我們不抱
太大希望，但這是我們目前最期
盼的事情！」

■2014年3月28日，437具烈士遺體歸國。 資料圖片 ■志願軍家屬期待DNA比對確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領事司司
長黃屏昨日說，中美去年達成簽
證互惠安排，為一些短時間內無
法與中國實現全面免簽的國家提
供了很好的借鑒經驗。
據新華社報道，黃屏在當天領
事司舉行的吹風會上介紹，目前
中國公民持普通護照能去的國家
近60個，其中包括5個互免持普
通護照人員簽證協定國家，37個
國家和地區給予持普通護照中國

公民單方面落地簽，11個地區和
國家單方面允許持普通護照中國
公民免簽，還有中美達成簽證互
惠安排後拿着美國簽證可以免簽
去的國家，全部加起來50多個。
未來，外交部領事司將積極爭

取與更多國家達成簽證互惠安
排，能免簽的就免簽，不能免簽
的就促成對方單方面給予我們落
地簽，推動發達國家發多年多次
簽證。

外交部：爭取與更多國家簽證互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
交部領事司司長黃屏昨日表示，2014
年外交部共處理5.9萬起領事保護與
協助案件，其中重大案件100多起。
黃屏在領事司舉行的吹風會上
說，去年中國內地居民出境首次過
億人次，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數量
也飆升至 5.9 萬起，包括馬航
MH370客機事件，接返近4,000名
在越南受衝擊人員，協助近7,000名
中方人員撤離利比亞、伊拉克、烏
克蘭等國，以及做好伊波拉疫區中
國公民安全防疫工作等等。

他還表示，領事保護主要是維護合
法權益，非法行為不能袒護。他說，
加納非法採金、緬北非法伐木、海上
非法捕魚等違法行為，以及飛機上打
架等不文明不理智事件產生了很大負
面影響。「梳理全年案件，很多都是
中國公民自身原因造成的。」
他強調，領事保護不是萬能的，

領保不能「越權」，讓使領館強制
外國機構解決糾紛。領保不能「護
短」，不能對違法違規行為提供保
護，所以呼籲公民「帶着素質旅
行，碰到的麻煩就會少很多。」

去年處理重大領保案件100多起
目前中國普通護照可去近60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