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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昨日表示，實施「中國製造2025」，推動製
造業由大變強，一要打造創新驅動新優勢，二要打造
智能發展新優勢，三要打造品質成本新優勢，四要打
造綠色製造新優勢；同時還要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合
作，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促進中國製造升級。

要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當天先後來到中國核電工程

有限公司、工業和信息化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
在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李克強詳細了解「華龍

一號」等中國三代核電自主創新成果。
李克強並通過視頻連線向核電裝備製造企業和建設

工地一線員工表示慰問。
在工業和信息化部，李克強聽取了推進「中國製造

2025」、重大裝備研製和標準制定、「網際網路＋製

造」等情況介紹。隨後，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
李克強指出，新形勢下，實施「中國製造

2025」，推動製造業由大變強，不僅在一般消費品領
域，更要在技術含量高的重大裝備等先進製造領域勇
於爭先。一要打造創新驅動新優勢，通過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充分釋放從創意設計到生產製造的巨大創
造潛能，推動更多企業由產品代工向品牌塑造躍升，
促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二要打造智能發
展新優勢，抓住網際網路跨界融合機遇，促進大數
據、雲計算、物聯網和3D打印技術、個性化定製等
在製造業全產業鏈集成運用，推動製造模式變革。三
要打造品質成本新優勢，增強工業基礎能力，攻克一
批先進基礎工藝，提高核心基礎零部件的品質性能和
關鍵基礎材料的製備水平，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和勞動
生產率。強化人才支撐，培育更多大國工匠。四要打
造綠色製造新優勢，推動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大力

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提升工業效能和清潔生產水平。
同時還要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主動對接相關國家
需求，通過對外工程承包和投資等，帶動中國裝備協
作配套「走出去」，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促進中國製造
升級。

塑造新優勢須釋放改革紅利
李克強強調，塑造中國製造的新優勢，必須釋放改

革紅利。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為新技術、新產業和新商業模式加快成長打開更大空
間，既要有助提升大型骨幹企業競爭力，又要助推中
小微企業破繭成蝶，讓他們在製造業升級發展中大展
身手並帶動更多就業，服務和監管都要適應這個要
求。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企業創新發展思路、
組織結構、運營方式，提升綜合競爭力，努力建設製
造業強國。

李克強：打造四大新優勢 促中國製造升級

海關總署遣重兵助粵緝毒
50緝毒犬10多個專業隊伍把守穗深拱北等關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作為內地外貿大

省，廣東亦是各類跨境毒品走私犯罪高發地區。廣東昨日啟

動「K－9」緝毒專項行動，海關總署從各地調集10多個緝毒

專業隊伍以及50條緝毒犬，增援廣東。據悉，他們將分赴廣

州、深圳、黃埔、拱北、江門等海關的旅檢、郵遞、快件、

貨運通關現場，開展為期一個月的集中查毒行動。

孫鴻志廖永遠
嚴重違紀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日前，
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國家工商總局
原副局長、黨組成員孫鴻志以及中國石油天然氣
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廖永遠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
案審查。中紀委並通報稱，兩人在十八大後仍不
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已給予開
除黨籍、開除行政職務的處分。
經查，孫鴻志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隱瞞不報個

人有關事項；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長期佔用
公車，收受禮金，公款吃喝、住宿、旅遊、報銷
個人費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
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巨
額賄賂；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與他人通姦；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其中，受賄問題涉嫌犯罪。
同時，廖永遠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隱瞞不報個

人有關事項；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
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企業經
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額賄
賂；為謀取個人職務陞遷，向他人行賄；嚴重違
反社會主義道德，與他人通姦。其中，受賄、行
賄問題涉嫌犯罪。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在當
日的毒品銷
毀 活 動 現
場，其中，
一 款 名 為
「芬太尼」
的毒品引起
關注。據在
現場的黃埔
海關工作人
員介紹，近
日，該關成
功破獲內地
首例芬太尼
毒品走私案，共繳獲芬太尼46.8公斤。

1克相當於40克海洛因
據悉，芬太尼為阿片受體激動劑，屬強效
麻醉性鎮痛劑，藥理作用是嗎啡的50-100
倍，為國家嚴格管控的麻醉藥品。由於這種
毒品的麻醉效果和對神經的刺激性十分強
烈，被稱為「超級毒品」。據專業測算，1克
芬太尼相當於40克海洛因。
據介紹，5月14日，黃埔海關下屬老港海關
在對1票申報品名為手袋、腰帶的貨物進行查
驗過程中發現，在6箱鞋子、衣物等貨物中夾
藏可疑白色粉末，該關查驗部門立即通知辦案
部門趕赴現場。經鑒定，白色粉末共計72公
斤，其中46.8公斤檢測出芬太尼成分。

4名內地疑犯已落網
黃埔海關立即組織代號為「5．14」的打擊芬太尼毒

品走私專項行動。據調查，該案係國內外販毒團伙合
作進行的跨境走私活動，毒品係從內地運往南美洲。
辦案人員以涉案的廣州某國際貨運代理公司為突破

口，迅速摸清涉案的人、貨、證關係。該案涉及內地
2個經營單位、2個貨代公司和1個報關行，涉案人員
眾多。目前，該案已有4名內地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刑
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海關繳獲的超級毒品「芬太
尼」。 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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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總局原副局長工商總局原副局長
孫鴻志孫鴻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石油原總經理中石油原總經理
廖永遠廖永遠。。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到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考察。 中新社

中方:日人反安保法案
是不願國家重蹈覆轍

解放軍整治房地產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從2015
年6月至2016年1月，在全軍開展工程建設項目和房地
產資源管理專項整治，集中糾治計劃外工程、「三超」
項目、擅自建設樓堂館所和辦公用房超面積、軍用土地
糾紛、擅自處置房地產、違規租賃房地產等6類突出問
題，推動基建營房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將建立完備長效監管機制
中新社報道稱，在此次專項整治中，凡是與行業不良
風氣形成緊密相聯、影響部隊建設的工程建設項目和房

地產資源管理問題，均被納入此次專項整治的範圍。例
如列入軍隊工程建設計劃的單項工程，凡建築面積超過
計劃規模5%、裝修及設備超過規定標準、竣工決
（結）算投資超過計劃投資的項目，均在專項整治之
列。
此次專項整治堅持於法有據、於法可為，採取「拉單
掛賬」方式，對問題進行梳理歸納。對十八大後仍頂風
違規違紀的項目，立即停止實施，從嚴從速查處。對十
八大前的違規項目，按規定限期糾治。對於多年遺留的
「老大難」問題，列出時間表和路線圖，按計劃分步驟

整改落實。凡是在專項整治中弄虛作假、包庇袒護、干
擾阻撓的單位和個人，將曝光警示、從嚴追責。
專項整治後，總部將深化固化經驗做法，研究出台加

強全軍工程建設項目與房地產資源管理的若干規定，推
動有關條例和規章制度的完善配套，在組織領導、項目
審批、計劃管理、招標競價、建管模式、監督問效等方
面，建立系統完備的長效機制。

明年起每年組織自查自糾
從2016年開始，各大單位每年組織自查自糾，總部
每年進行重點督查，推動軍隊工程建設項目和房地產資
源管理走上正規化、法治化、制度化軌道，切實形成風
清氣正的行業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 約2.5萬名日本民眾14日在東京舉行集會，
抗議安倍政府無視憲法、企圖在國會強行通過安保法案的行
為。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理解日本人民和有良知的日本有識之士不願國家重
蹈覆轍。
據中新社報道，陸慷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上個世紀發動的
那場侵略戰爭，給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造成了深重災難。在
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過程中，廣大日本民眾受到蒙蔽，最終
也成為戰爭的犧牲品和受害者。
他說，今天，日本人民和有良知的日本有識之士不願國家重
蹈覆轍，對日本政府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政策動向保持高度警
惕，要求固守和平憲法，是可以理解的。
據報道，5月14日，日本政府通過了與行使集體自衛權、
強化日美軍事一體化相關的一系列安保法案，隨後提交國會
審議。但隨着審議展開，安保法案背離憲法理念、涉嫌違憲
的問題不斷浮現，法案本身的正當性遭到絕大多數憲法學
者、律師、前政府法制局官員等法律專家的質疑和批判。

外交部指美在網絡竊密上欠一個交待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長期違反國際法，對外國政
要、企業、個人進行大規模、有組織的網絡竊密和
監聽、監控活動。陸慷稱，在網絡攻擊和竊密問題
上美方還欠國際社會一個交待，美方在無端指責其
它國家之前應先把自己的事說清楚。
據中新社報道，有記者問，據報道，不具名的美
國官員日前稱，與中國有關的黑客組織竊取了美國
的情報和軍方人員進行安全確認時提交的機密背景
信息，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瑞德也聲稱，有關攻
擊是中國黑客所為。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對此，陸慷回應，「這種『不具名』的小道消息

太多，我們沒有功夫花時間去一一點評」。

美違國際法大規模網絡竊密
關於瑞德參議員所作的有關表態，陸慷指出，近
年來，國際社會聽到的和看到的最多是關於美方大量
從事非法網絡活動的信息披露。長期以來，美方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對外國政要、企業、個
人進行大規模、有組織的網絡竊密和監聽、監控活

動，遭到了世界各國和國際輿論的廣泛譴責。
「美方有關人士不要忘了，在網絡攻擊和竊密問

題上，美方還欠國際社會一個交待。」陸慷說，試
圖通過轉移話題蒙混過關是行不通的。他表示，在
無端指責其他國家之前，先把自己的事說清楚，可
能會使自己聽上去更有說服力一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記者會上回答提問。
中新社

海關總署昨日並與廣東省政府在廣州舉行集中銷毀毒
品活動，現場焚毀海關緝毒部門繳獲的各類毒品2噸

多。據悉，此次集中銷毀毒品活動由海關總署和廣東省政
府共同發起，對近年來繳獲的毒品進行集中處理。

廣東為內地禁毒主戰場
據海關總署緝私局緝毒處處長關向應表示，當前國際
毒潮氾濫，全球毒品製造、販運、濫用問題十分突出。
而受國際「大環境」影響，中國禁毒形勢依然十分嚴
峻。廣東作為內地經濟和貿易發達地區，毒品走私問題
突出，海關緝私部門屢屢在廣東關區查獲毒品走私大
案。「僅在去年，珠三角地區海關就抓獲了42個國家
和地區的販毒人員500多人。」
與此同時，社會面的毒品製販活動也十分猖獗。據廣
東省公安廳禁毒局局長鄧建偉介紹，廣東是內地毒品犯
罪的重災區，也是禁毒工作的主戰場。有效遏制廣東地
區的毒品入境和出境走私，以及製毒活動，對全國禁毒
工作來說意義重大。

專項行動為期一個月
為加強廣東關區的緝毒力度，海關總署聯合廣東省政

府，啟動代號為「K－9」緝毒專項行動。據介紹，
「K－9」是國際工作犬隊的通用簡稱。此次行動，海
關總署從各地抽調10多個緝毒專業隊伍，配備50條緝
毒犬，從即日起，他們將在廣州海關、深圳海關、黃埔
海關、拱北海關、江門海關等珠三角主要海關展開工
作，對旅檢、郵件、快件、貨運通關現場，開展為期一
個月的集中查毒行動。
據介紹，目前，內地海關共有緝毒犬100多條，這也

意味着，此次專項行動集中了內地海關近半的緝毒犬力
量。與此同時，廣東警方也將調配部分緝毒犬參與此次
行動。
據介紹，緝毒犬有靈敏嗅覺和卓越的查緝技能，加上

緝毒情報、高科技設備等綜合查緝手段，「K－9」行
動將有助提升海關查毒命中率和案件偵辦效率，對走私
販毒分子形成強大的震懾力。

粵港加強跨境緝毒合作
廣東毗鄰香港，在打擊毒品走私方面面臨不少共同問
題。據介紹，粵港海關緝私部門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合
作，去年底以來，廣東海關與香港海關合作，連破多起
跨境毒品走私大案。

海關總署有關負責人介紹，今後，兩地海關將繼續
保持密切合作，嚴厲打擊涉及粵港的跨境毒品走私犯
罪。

今年來內地查獲跨境毒品走私大案
■1月28日，深圳海關緝私局聯合香港海關、澳洲聯邦
警察和新西蘭海關，攜手開展緝毒行動，一舉摧毀了
一個跨國特大走私毒品犯罪團伙，涉案冰毒106公
斤，抓獲犯罪嫌疑人7人（其中香港籍3人、東南亞
籍4人）。

■2月17日，上海海關在一件由浙江發往澳洲快件中的
麥克風底座內，發現夾藏有膠帶包裹的白色可疑晶體
626包，經上海市毒品檢測中心鑒定確認為毒品冰毒
（甲基苯丙胺）淨重12.2公斤。這起案件是上海空
運快件渠道最大的一起毒品走私出境案件。

■4月20日，拱北海關在拱北口岸查獲一名非洲貝寧籍
旅客利用行李夾藏走私冰毒2,993.5克案件，該案為
近年來拱北海關查獲的最大宗走私毒品出境案。

■5月28日，昆明海關在雲南普洱市破獲一起走私毒品
案，當場抓獲犯罪嫌疑人3名，繳獲冰毒13.437公
斤。

■「K－9」啟動儀式現場。 中新社

■兩噸多毒
品被集中銷
毀。
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