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
道）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昨日在民建中央2015
年兩會提案新聞通氣會上表示，繁榮多層
次資本市場來服務實體經濟，料將成為今
年兩會熱議話題。他並表示，新一輪的創
業創新浪潮，是穩定中國經濟增長，推動
產業升級的重大引擎，將引領新常態。
針對繁榮多層次資本市場，更好的服務

實體經濟，辜勝阻建議，要完善信息披露
制度，提高違法成本，推進法治市場建
設，重視投資者保護。他還指出，要加快

核准制向註冊制轉變，推進資本市場的市場化進程，行政之手要讓位於
市場之手；要盡快完善資本市場退市制度。

深化金改 紓融資難
辜勝阻建議，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重構多層次的市場體系、多樣化
的組織體系、立體化的服務體系，緩解初創型企業融資難題。「要加強
對初創企業公共服務的供給，提升初創企業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使初
創型企業擺脫用工困境」辜勝阻說。
他還提出，要進一步落實創業、創新政策，營造有利於創業創新的政

策環境，進一步定向降準，定向減稅，定向調控，把「少取多予」的
「三農」政策移植到初創企業上來。
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辜勝阻指出，要看到局部通縮和結構性通縮的
苗頭，加強管理通縮的預期。
辜勝阻並表示，如何擴大對外投資和鼓勵企業走出去、如何推動國有
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如何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
革，推進農村扶貧攻堅任務等，也將是今年兩會委員和代表關心的議
題。

昨日，為期五天的第十二屆阿布扎比國際防務展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國家展覽中心落幕。圖為
中國航天長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參展代表（前右）向阿布扎比王儲兼阿聯酋武裝部隊副總司令謝赫穆
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前左）介紹該公司的產品。 ■新華社

中國參加阿聯酋防務展

傅瑩呂新華料任人大政協發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即將
於下周二（3月3日）正式登場，大會新聞發言人亮相呼之
欲出。多方消息顯示，全國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員傅瑩將繼續
擔任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經法定程序最終確認後，她將在
3月4日主持全國人大會議的首場發佈會。在全國政協方
面，已確定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呂新華為政協會議新
聞發言人，他亦將主持3月2日全國政協會議的首場發佈
會。
現年62歲的傅瑩，是新中國首位少數民族蒙古族女副外

長，也是繼1974年王海容之後中國第二位女性副外長。

2013年，傅瑩轉任全國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員，並擔任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大會發言人，成為全國人大會議的首位
女發言人。

一句「你懂的」呂紅遍全國
曾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的呂新華，將繼續擔任今年全國政

協會議的新聞發言人。呂新華與傳媒關係良好，尤其受到港
媒追捧。去年全國政協會議，呂新華更以一句「你懂的」，
紅遍全中國。
去年3月初，「大老虎」案尚未浮出水面。呂新華在全國

兩會首場發佈會上即將結束時迎來港媒極為刁鑽的問題─
周永康案。他坦言，「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位有多高，只
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的追查和嚴厲的懲處，這
不是一句空話。我只能回答成這樣了，你懂的。」這是近年
來中國新聞發言人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回答。
呂新華在此後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當時沒有任何人曾
給過我（周永康案）暗示」，而「你懂的」這句回答，是他
向媒體表示，由於自己並不知情，所以無法直接回答記者的
提問。這一無心插柳之作，令周案正式進入公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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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熱議「兩會」聚焦民生反腐
逾七成網友不滿收入 關注經濟新常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簡稱「深改組」）第十次會議並發表講話，強調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
更多獲得感」。
他表示，要科學統籌各項改革任務，協調抓好黨的十

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改革舉措，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
改革中完善法治，突出重點，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擊
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

實招，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的
關係，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為，把改革方案的含
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深改組通過足球改革方案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關

於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
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
改革方案》、《上海市開展進一步規範領導幹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工作的意見》。
會議強調，黨中央已經明確，由深改組負責統籌推

進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重要改革舉措的貫徹落實，
各地區各有關部門也要抓緊建立由黨委（黨組）統一
領導、統籌落實的推進機制。要根據改革舉措的輕重
緩急、難易程度、推進條件，部署改革推進的步驟和
次序，抓好各項改革任務的統籌協調。要抓緊編制黨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重要改革舉措中長期規劃，以施工
圖方式明確190項改革舉措的改革路徑、成果形式、時

間進度。要強化領導落實責任，統籌推進科學立法、
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改組要加大督察
工作力度，各改革方案牽頭部門對出台的改革舉措要
進行檢查，重點了解和調研改革舉措落實情況。
會議還就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鈎、加強城鄉

社區協商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深改組副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與深改組小

組成員出席，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上海市負責人列
席會議。

習近平強調改革要讓人民有感

辜勝阻：創業創新潮助產業升級

人民網的「2015年兩會調查」有超350
萬網民參與，關注「收入分配」的得

票率暫居榜首，其次是重拳反腐，隨後是
經濟新常態、食品藥品安全、簡政放權、
從嚴治黨、環境保護、教育改革、住房、
社會保障。
從網民投票看，收入差距最突出的3個
問題分別是行業差距過大、普通員工與管
理者之間差距過大以及區域差距過大。建
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長效機制；加快壟斷
行業改革，根治收入過高問題；完善社會
保障制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被認
為最能有效縮小收入差距的途徑。
在對個人收入滿意度的調查中，超七成
的網友投票選擇「不滿意」，約23%的網
友認為「一般」，二者相加超過投票人數
的九成。而選擇「滿意」或「非常滿意」

的不足5%。不少網友留言呼籲給教師、基
層公務員、技術工人等基層工作者提高工
資待遇。

冀重拳肅貪 打虎拍蠅無禁區
對於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反腐工作，超過

23%的網友希望「打虎拍蠅無禁區」，其
次是「加大公眾參與的網絡反腐力度」，
「進一步創新反腐敗體制機制」位列第
三。不少網友都留言表示，在繼續「打
虎」之外，要特別加大對基層特別是農村
腐敗問題的查處力度，農村村官的腐敗問
題依然嚴峻，希望中央巡視組下一步重點
下移，「打蒼蠅」不能留死角。
關於去年哪項反腐工作最受網友認可，

「打老虎」位居第一。從具體數字看，有
19.79%的網友選擇「查處周永康、徐才

厚、令計劃、蘇榮等『大老虎』」，其
次，部分網友選擇「『拍蒼蠅』，解決發
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投票佔比超
過10%的，選擇「深入開展國際追逃追
贓」。

GDP增速放緩 八成網友感樂觀
民眾最關注的第三項則是經濟新常態。

在「如何看待新常態下的GDP增速放
緩」的調查中，有80.3%的網友較為樂
觀：其中58.43%的網友態度為「謹慎樂
觀」，認為「這是經濟轉型必須付出的代
價，挑戰與機遇並存」；21.87%的網友態
度「樂觀」，認為「這預示着中國經濟進
入更高的發展階段，質量更好、結構更
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北京
報道）全國「兩會」即將拉開帷幕，
民眾對其充滿期許。北京街頭民眾紛
紛建言，希望解決國企員工收入差距
過大的問題，應對中國養老洪峰的挑
戰，期待今年「兩會」後，政府能出
台一系列新政策。
「我在國企工作二十多年，剛參

加工作的時候『同工同酬』，收入懸
殊不大，改革開放之後，工資差距逐
步拉大了」，一位在國企工作的員工
激動地說。「在國企，一位處級幹部
一年能拿到四五十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薪酬，而普通基層工人每年只
拿到二三萬元。」他認為，國有企業
的薪酬設計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希
望今年兩會能更多關注收入分配的兩
級分化問題，讓在一線創造價值的勞
動者得到更多實惠。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二十年之

後，等待我們這批人的，是養老洪
峰，所以我更關注養老問題」，一位
在高校任職的教師如是說。他認為，
政府要對養老問題未雨綢繆。「養老
問題的解決，政府保障什麼？社會救
助什麼？市場調節什麼？希望兩會之

後，政府能出台一系列宏觀政策。」他表示，
建設養老院的數量，以及養老洪峰過後，養老
設施如何利用，這些微觀問題，政府也應列入
考慮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江 鑫 嫻 北 京 報

道 ） 隨 着 全 國 「 兩

會 」 的 臨 近 ， 人 民

網、新華網等內地新聞門戶網站紛紛圍繞「兩會」展開民調，結果顯

示，民眾最關注的「兩會」議題，前三名依次是收入分配、重拳反腐和

經濟新常態。其中，對個人收入滿意度的調查中，超七成的網友投票選

擇「不滿意」，約23%的網友認為「一般」，二者相加超過投票人數的

九成。

■不少網友留言呼籲給教師、基層公務員、技術工人等基層工作者提高工資待遇。圖為
兩名技術工人在調試新安裝的信號設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
道）日媒報道稱，負責防災工作的中國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擬於下月訪日出席在
仙台市召開的國際會議，目前有關方面
正在就此展開協調。如果此次訪問成
行，這將是中國部長級官員時隔3年訪
問日本。對此，中國民政部有關官員昨
日向本報表示，下月在日本舉行的國際
會議是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李立國部
長是否出席目前並不清楚。不過資料顯
示，在日本神戶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減災
大會，中國派出了民政部部長為團長的
代表團。

第二屆世界減災大會於2005年1月
18日在日本神戶開幕，在為期5天的
大會上，來自150個國家的4000多位
政府官員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會
議。中國派出了當時的民政部部長李
學舉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來
自外交部、民政部、氣象局、地震
局、海洋局等。中國代表在會上就如
何應對自然災害風險問題闡述了中方
觀點，並提出了《建立應對重大自然
災害的監測、預防和評估區域機制》
的倡議，呼籲應該幫助發展中國家加
強災害預警能力建設。

中方將在阿根廷建衛星站

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25日，阿根廷國會批准在該國南部建造
一個中國衛星跟蹤站。據美聯社26日報道，繼參議院後，阿根廷眾
議院25日以133票贊成、107票反對通過該議案。
報道稱，衛星跟蹤站將建在阿根廷南部省份內烏肯，佔地200公
頃，預計耗資3億美元，計劃於2016年投入使用。該衛星跟蹤站將通
過一根直徑35米的天線監測和下載數據。作為中阿協議的一部分，阿
根廷將獲得衛星天線10%的使用權，即有權在衛星天線的可用時間內
進行本國研究項目。衛星站的技術人員由中方提供。據美國福克斯新
聞網報道，阿根廷政府說，這個項目是中國2020年登月工程的一部
分，是中國為太空探索項目而在國外建造的首個基地。

用於科研 不涉軍事
報道稱，阿根廷一些反對派代表反對該議案，認為這一衛星跟蹤

站有可能將被用於軍事用途，並對它享受50年免稅優惠提出質疑。
另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中國建立該衛星跟蹤站完全是民用
的，用於科研和經濟方面，與軍事沒有關係。而免稅政策是指一些
科研設備進入阿根廷時不必交稅，這也是依據國際上較為通行的慣
例和其他國家間合作的先例。

■■20142014年年33月月1111日到日到33月月1515日日，，中交四公局阿根廷項目業主中交四公局阿根廷項目業主
北京總部及西安衛控中心聯合代表團訪問了阿根廷北京總部及西安衛控中心聯合代表團訪問了阿根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

田一涵 攝

中國民政部長料出席日減災會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在距離中國最近
的島嶼——與那國島上建設自衛隊通
訊監視基地工程，於26日正式拉開序
幕。當天，橫穿基地建築用地的一條
公路被封閉，施工人員已開始進行挖
掘作業。
日本時事通信社昨日報道稱，日本

防衛省將該通信監視部隊稱為「沿岸
監視部隊」，並將在基地內部署大型
監視雷達和監聽設施，計劃在基地內
部署150名自衛隊隊員。該「監視部
隊」的主要任務即負責對中國海軍艦

艇編隊以及空軍飛機在東海和太平洋
的進出活動情況進行「監視」，同時
可以監聽中國沿海地區的通訊情況。
在22日舉行的與那國島民投票中，

多數島民表示贊成基地建設，認為基地
的建設將獲得日本政府的大額財政補
貼，可以活躍島內經濟，增加人口。
日本防衛省稱，該省已經獲得了與

那國町政府的道路改建許可，因此從
26日開始，施工人員將用數日來完成
道路的廢氣作業，以平整基地建築用
地。

日與那國島建基地「監視」中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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