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4日就日本
「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答問時表示，
中方反對把日方申報的相關工業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並敦促日方正視並妥善解決有關關切。

多處遺址曾奴役中韓勞工
中通社報道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日前已完成

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評估，
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將對此進行審議。韓國已表示對此
堅決反對，對日本申報的遺址在二戰期間使用強徵勞工
有嚴重關切。
華春瑩表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應該符合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公約》促進和平的宗旨與精神。日
方申報的23處工業遺址中，有多處在二戰期間使用了中

國、朝鮮半島和其他亞洲國家被強徵的勞工。強徵和奴
役勞工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期間犯下
的嚴重罪行。華春瑩說，時至今日，許多無辜受害者的
正當合理訴求仍未得到日方負責任的回應和解決。現在
日方提出把相關工業遺址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卻無
視其中存在的強徵勞工問題，將向國際社會發出什麼樣
的信號，值得深思。

中方促日正視並妥善解決
華春瑩強調，對於日方該項目申遺，中方同韓方一樣

有嚴重關切。中方反對把日方申報的相關工業遺址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中方敦促日方正視並妥善解決有關關
切。相信世界遺產委員會將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理有關問
題。■日本明治時期的八幡製鐵所外景。 網上圖片

李克強總理
在日前的國務院
常務會議上炮轟
「證明你媽是你
媽」是「天大的
笑話」，一語擊
中民眾痛點，網
友發起了「總

理，我們不僅要證明『我媽是我
媽』」的網上接龍，歷數伴隨自己
求學、就業、結婚、生育、遷移、
定居等人生歷程中的種種辦事難，
從中凸顯出權力的各種「傲慢和任
性」。
行政審批一直是各級政府的一項

重要權力，小到開餐館，大到上億
項目的上馬，都需要經過行政審
批。有意思的是，長期以來，除了
適用於《行政許可法》的行政審
批，遊走於「權力灰色地帶」的各
種非行政許可審批也在大行其道。
有媒體報道稱，實施這些非行政許
可審批事項的單位五花八門，不少
事業單位就是審批單位。在地方，
甚至有老幹部局、郵政局、社科
院，以及供銷社等單位也作為非行
政許可審批單位，爭相在權力盛宴
中分上一杯羹。對於這種亂象，早
在今年2月國務院召開的第三次廉
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呼籲
「要堅決堵住『非行政許可審批』
這個『偏門』，這裡面尋租的空間
太大了！」
如今，隨着國務院部門非行政許

可審批事項清理工作全面完成，「非行政許可審
批」這一概念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體現出以權力
「瘦身」為廉政「強身」的堅定決心。
不過，部分官員心目中的權力情結不會一下子

就煙消雲散。因此要從根本上截斷某些官員伸向權
力之手，不僅要從制度層面減少行政審批項目，取
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而且要
改變以往不規範的權力運行機
制，切實用制度、法律監督
權力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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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首訪拉美 拓合作友誼之旅
應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總統

的邀請，李克強總理將於5月18日至26
日對上述拉美四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
李總理首次走訪拉美大陸，也是繼習近
平主席兩次訪問拉美和成功主辦中國—

拉共體論壇首次部長級會議之後，我國為促進中拉關係
深入發展而採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從此訪所面臨的
形勢、出訪的國家和預期目的看，這將是一次抓機遇、
樹信心、應挑戰、重落實、開新局的訪問，是一次拓展
合作之旅，深化友誼之旅。

將對深化合作提出新思路
李總理即將出訪的拉美國家可以用「一大三強」來

概括。「一大」即巴西。巴西是拉美第一大國、第一大
經濟體、重要的新興經濟國家、金磚國家成員、拉美唯
一參加亞投行的國家，也是首個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
係的發展中國家，首個同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
拉美國家。作為東西半球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巴
兩國關係的發展是中國推動構建健康穩定大國關係的重
要一環，已超越雙邊範疇，具有全局和戰略的重要性。
這也是在習主席去年訪巴之後，李總理今年再訪該國的
原因。

「三強」即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他們都是拉美
的中等強國，在本地區有着日益重要和獨特的影響。他
們同習主席訪問過的國家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重要
性，從而使中拉關係的發展更全面更均衡。他們還都是

太平洋沿岸國家，是大亞太區域合作的重要參與者。這
次訪問將有助於進一步加強中拉在亞太地區的互利合
作，把亞太事務合作打造成為中拉關係新亮點。這三國
中，智利和秘魯同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李總理的
訪問對推進中國同拉美國家的自貿區建設，實現貿易自
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也將起到重要作用。

李總理在訪問中，將對深化同上述四國各領域合作
提出新思路，採取新舉措，打開新局面，這不但將同四
國的雙邊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而且將對中國同其他拉
美國家乃至發展中國家發展關係起到示範和引領作用。

開拓中拉產能合作成亮點
今年1月舉行的中國-拉共體論壇首次部長級會議通

過 了 《 中 國 與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國 家 合 作 規 劃
（2015-2019）》，今年是全面實施該規劃的元年。如
何實現規劃所提出的目標，具體落實是關鍵。李總理的
訪問將為推動規劃的落實，爭取早期收穫，盡快取得階
段性、標誌性成果起到重要作用。

李總理積極倡導國際產能合作，開拓中拉產能合作
將是李總理此訪的一大亮點。中拉在產能合作方面互有
優勢、互有需求、互為機遇，是天然的合作夥伴。

想必李總理將向被訪國提出開展產能合作的積極倡
議，推動中拉產能合作的進一步發展，使中拉雙方通
過產能合作真正獲得發展機遇和切實利益，構築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深度交融的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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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
最後一批砍掉49項內容 含數項涉港事宜

本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部門共有非行政許可審批
453項。經過2013年和2014年前後七輪的清理，

已經取消了209項。2014年4月，國務院決定通過一年
時間對各部門現有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進行全面清理。
今年5月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對剩餘
244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清理意見，至此，國務院
部門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清理工作全面完成，「非行政
許可審批」這一概念退出了歷史舞台。

84項調整為政府內部審批
此次會議取消49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將84項非行

政許可審批事項調整為政府內部審批事項。據悉，取消
的這些事項都涉及社會公眾，多數具有許可性質，取消
後將有利於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動力。這些事項今
後各部門不再實施審批，也不得以其他名目搞變相審
批。49項被取消的事項中，稅務總局佔14項，國土部8
項，國家發改委佔6項，包括企業發行外債的額度審
批、出口退稅資格認定、土地登記上崗證核發等，涉港
澳事宜有三項：稅務總局取消非居民享受稅收協定（含
與港澳台協議）待遇審批；證監會取消境外證券交易所

駐華代表機構審批；證監會取消證券交易所與境外機構
重大合作項目、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重大國際合作與交流
活動、涉港澳台重大事項審批。
另外，84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調整為政府內部審批

事項，包括將國家和省級教育考試機構與外國及港澳台
地區考試機構或其他組織合作舉辦境外考試審批調整為
內部審批。據悉，之所以轉為內部審批，是因為這些事
項的審批對象都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中央國家機關，
審批結果不涉及社會公眾，因工作需要確需保留，今後
要加強規範管理。
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認真做好取消事項

的落實工作，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防止出現管理真空，
要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
結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提高政府管理科學化、
規範化、法治化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一度

被代指為「制度後門」和「權力灰色地帶」的

「非行政許可審批」將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中

國政府網昨日消息，經研究論證，國務院決

定，在前期大幅減少部門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

的基礎上，再取消 49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

項，將84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調整為政府

內部審批事項，今後不再保留「非行政許可審

批」這一審批類別。記者注意到，其中包括4

項涉港事宜：取消非居民享受稅收協定（含與

港澳台協議）待遇審批；取消境外證券交易所

駐華代表機構審批；取消證券交易所涉港澳台

重大事項審批；將國家和省級教育考試機構與

港澳台地區考試機構合作舉辦境外考試審批調

整為內部審批。業內人士料此舉將為港人在內

地從事相關投資及金融服務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和更便利的條件，有利於密切和深化兩地合

作，激發市場活力。

非行政許可審批，是指由行政機關及具有行政執
法權的事業單位或其他組織實施的，除依據法律、
法規和國務院決定等確定的行政許可事項外的審批
事項。在法律規定中，它被列為「不適用於《行政
許可法》的其他審批」，一度被代指為「制度後
門」和「權力灰色地帶」。
2015年5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按照依
法行政要求，在2014年大幅減少國務
院部門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基礎
上，徹底取消這一審批類別。讓權力
在陽光下運行，極大釋放市場主體的
活力和創造力。 ■綜合報道

中國反對「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

崔天凱：美沒理由干涉中國在南海活動

非行政許可審批曾被指「制度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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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有關部門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圖為廈門市行政服務中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昨日在接受中
國駐美媒體聯合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南海所做的事都是
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國
希望有海上爭議的相關國家作出正確選擇，通過外交談
判解決爭端。

美國冷戰思維已經過時
據新華社報道，崔天凱指出，美國指責中國在南海填
海造陸活動顯然是在執行雙重標準。中國並沒有跑到別

國去填海造陸，相反是一些國家在中國島礁上早就開始
幹這樣的事情，但美國從來沒有說過它們。
在回應美國準備派遣軍機和軍艦進入南海有爭議海域的

問題時，崔天凱強調，世界上的好多事情並不能依靠炫耀
武力來解決，動不動就動武的冷戰思維「已經過時了」。
對於美軍艦機在中國近海和專屬經濟區進行高強度抵近偵
察活動，中國是一貫反對的，並向美方表明了立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也沒有給任何國家這種權利。
崔天凱駁斥了美方官員當天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對中國

加劇南海緊張局勢的指責。崔
天凱說：「究竟是誰在南海製
造緊張局勢？包括最近這幾年
美國這麼高調介入，究竟是穩
定局勢，還是進一步搞亂了局
勢？這個事實都擺在那裡。」崔天凱表示，中國在解決
領土爭議上一貫秉持建設性的立場，中國已跟12個有
共同陸地邊界的國家談判解決了邊界問題，這說明中國
是有誠意的，願意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領土爭端。

■崔天凱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日
前，廣西環保廳與越南高平省自然資源與環
境廳共同簽署《生物多樣性保護合作諒解備
忘錄》（以下簡稱「《諒解備忘錄》」），
中越雙方將在保護跨境景觀上開展深層次合
作。據悉，這是中國首次與東南亞國家省級
環境保護部門簽的環保協議。
據悉，廣西環保廳與越南環保部門的合作

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先後在生物多樣性
保護、環境改善、能力建設等領域開展合
作，對加強雙方環境保護工作起到積極的推
動作用。特別是從2006年至今，在亞洲開發
銀行的大力支持下，廣西實施大湄公河次區
域核心環境項目，並結合開展中越跨境合
作，已完成項目一期並正開展項目二期工
作。
廣西環保廳相關人士介紹，此次協議簽署

的備忘錄是大湄公河次區域7個跨境生物景
觀熱點地區中的首個，之後，廣西與越南高
平省將在機制合作、監測評估、規劃管理、
能力建設等6個領域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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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兩岸景觀迷人。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