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倍料來華出席G20峰會
駐日大使：中國堅決維護主權 日本應誠意改善兩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今年9月，中

國將首次舉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作為G20重要

成員的日本領導人，屆時是否來華並出席峰會，成為外

界觀察中日關係走向的重要風向標。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昨日向本報表示，按照G20機制運作

的規則，所有的成員國的政府首腦都會出席。在談及中

日關係時，這位大使強調，中國堅決維護自己主權、安全權

益，而日本應該真正地本着一種誠意來推動兩國關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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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9月會獲邀來華
出席G20峰會嗎？」昨日下午，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閉幕式前，本報
記者向程永華拋出了上述問題。對此，這位
大使回應說，「G20峰會是一個國際性會
議，我想按照這個機制運作的規則，所有的
成員國的政府首腦都會出席。」
那麼，中方目前是否已經向安倍發出了邀
請呢？對此，程永華表示，這個屬於程序性
的問題，「我不太了解現在具體的工作做到
了哪一步，但我們希望通過G20這個機制，
和有關的成員國一起攜手，推動世界經濟進
一步向前發展」。
至於中日領導人今年是否還有其它互動機
會，程永華說，目前尚無具體安排，但中日
兩國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國家，在很多國際會
議上，都會有雙方領導人去參加和出席，
「我希望兩國還是要共同努力，按照中日之
間的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推動兩
國關係持續地走向改善」。

日方對華出爾反爾
近年來，因日本「購島」鬧劇等，中日關
係持續在低谷徘徊。2014年，安倍來華出席

APEC領導人峰會前，中日曾就改善中日關
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但安倍訪華後，日方
又就四點原則共識發出不少雜音，令內地網
民批評日本出爾反爾。
對此，程永華表示，他參與了中日達成四

點原則共識的過程，四點原則共識是兩國政
府之間的協議，也就是為中日關係重新立規
矩。
這位大使批評，在改善中日關係的過程

中，日方圍繞對華關係，總是發出一些混亂
的信息。一方面，日本說要改善中日關係；
但同時，日本又炒作渲染「中國威脅論」
等。他強調，日本應該真正本着一種誠意來
推動兩國關係改善。「我希望，日本真正地
按照四點原則共識的精神，體現2008年兩國
間的聯合聲明裡面的規定，讓兩國真正地互
為合作夥伴，互不視作威脅，相互支持和平
發展，發出一個清晰的、明確的信息，來推
動兩國關係改善。」程永華說。

對中日關係有信心
目前，中日就釣魚島爭端互不讓步，似乎

已陷入死結，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未來還有
改善的空間嗎？對此，程永華說，涉及到中
國的主權、安全權益，我們要堅決維護，這
一點是毫不動搖的。他強調，中日雙方圍繞
釣魚島問題立場不同、主張不同，但還是要
通過對話去尋求解決，防止發生不測事態，
而兩國政府、政黨各個領域的對話交流也要
逐步恢復，這樣才能夠推動兩國關係逐步改
善和發展。
「對於未來中日關係，我是有信心的，但

是需要日方和我們共同努力，來推動兩國關
係改善，因為這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也符合
兩國人民的利益。」程永華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
日應約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通電話，就如何改善中日
關係交換意見。
王毅強調，希望日方切實為兩國關係改善作出建

設性努力。雙方討論了當前朝鮮半島核問題，同意
安理會第2270號決議應得到全面、完整落實，並在
落實決議過程中，探討恢復通過談判解決半島核問
題的途徑。

王毅應約與日外相通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蔡英文當選台灣地
區領導人後，外界普遍擔心其
會借助日本在兩岸關係上興風
作浪。對此，中國駐日大使程
永華昨日指出，圍繞兩岸關
係，中日之間在1972年的聯合
聲明中就已明確規定了很清楚
的原則，希望未來日方要嚴格
遵守1972年聯合聲明以及之後
兩國之間達成的一系列的原則
規定，不要使涉台問題干擾中
日關係。
資料顯示，根據 1972 年的

《中日聯合聲明》，日本政府遵
守「一個中國」原則，因此不能

將台灣視為主權國家並開展政府
間交流。但據外電報道，有鑒於
此，安倍計劃以與民進黨的政黨
間交流為基軸，謀求強化關係。
據報道，蔡英文當選後，安

倍曾發出祝賀，並稱「台灣是
日本老朋友」，日本自民黨黨
員古屋圭司也曾前往台北向蔡
英文遞交安倍親筆信。日媒
稱，前年10月，安倍還曾與來
日訪問的蔡英文舉行過秘密會
談。此外，美刊近期亦為蔡英
文支招，要其拉日本深度介入
台海事務。外界普遍認為，蔡
英文上台後一定會企圖以接近
日本來牽制大陸。

勿令涉台問題干擾中日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3日下午在出席十
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
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是我國發展的迫切要求，必須擺在突出位
置。《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
平的重要講話又一次聚焦創新，充分說明創新之於
中國發展的極端重要意義，不僅對國防和軍隊建設
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全國各地各部門抓好創新，
實現更高質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續的發展，同樣
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文章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

高度重視創新，並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多次進
行部署。「居高方可臨下，出奇才能制勝。」可以
說，中國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創新發展史。因為創
新，我們取得了昨天的輝煌成就，但要實現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美好願
景，更要靠創新。特別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既
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又要向中高端水平邁進，根本
出路只能靠創新。因此，我們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擺在突出位置，用創新思維謀劃發展，靠創新
實踐推動發展，破除一切阻礙發展的思想觀念束縛
和體制機制障礙，使蘊藏在億萬人民中間的創新智
慧充分釋放、創新力量充分湧流、創新實踐充分開

展，為中國巨輪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
文章進一步指出，創新不易，關鍵在人。在培養創
新型人才方面，首先要率先進行制度創新，積極創新
人才培養、引進、保留、使用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制
度，完善好人才評價指揮棒作用，「擇天下英才而用
之」，集聚一批站在行業科技前沿、具有國際視野和
能力的領軍人才，努力搶佔經濟科技制高點。同時，
堅持「在創新實踐中發現人才、在創新活動中培育人
才、在創新事業中凝聚人才」，大力培養造就規模宏
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為
人才發揮作用、施展才華提供更加廣闊的天地，為實
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夯實人才基礎。

粵媒：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擺在突出位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昨日發佈消息稱，為
配合公安機關做好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打擊治
理工作，保護民眾財產安全，銀監會近日印發通
知，要求商業銀行嚴格實名制管理，嚴格限制開
卡數量，同一銀行為同一客戶開立借記卡原則上
不得超過4張。
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
罪問題日益突出。為此，銀監會近日印發《關於
銀行業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關工作
事項的通知》。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充分利
用身份證聯網核查等技術手段，認真審核辦理人
身份證件，堅決杜絕違規代開卡、亂開卡、批量
開卡等問題。對已辦理4張以上借記卡的客戶，銀
行要主動與開卡客戶聯繫核查。經核查發現非本
人意願辦理的，應當中止服務，妥善處理。
通知還提出全面提升銀行卡安全管理水平，銀
行應不斷強化行業自律，嚴格落實社會責任。此
外，通知從建立聯繫人機制、加強宣傳教育、建
立健全考核獎懲和責任追究制度等方面對銀行卡
業務監督管理提出了全面要求。
專家表示，遏制銀行違規代開卡、亂開卡、批量
開卡等第一環節，就從源頭切斷了不法分子獲取犯
罪工具的途徑，對於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
罪、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據內地媒體報道，在信息詐騙案中，詐騙分子一
旦得手，往往會迅速將資金分成小數目的款項，通

過網上銀行轉移到幾張甚至幾十張銀行卡中，化整
為零，然後再從ATM機裡將錢取走。這一過程，
極大地增加了案件的偵查難度。「這些銀行卡有的
是持卡人自己賣給他人，有的是居民身份證丟失
後，被人冒名開卡。」警方相關人士表示。

買賣銀行卡成「幫兇」
目前網上非法買賣銀行卡已經形成了一個「灰

色產業鏈」，從收購身份證到冒領銀行卡，再到
網上買賣和實施信息詐騙、偽卡盜刷、洗錢、賭
博、行賄受賄等下游犯罪，已成為信息詐騙、克
隆卡盜刷等犯罪持續高發的重要「推手」。

遏制電訊犯罪 每人每行限4張卡
中外聯手破電信騙案(部分)

■ 2016年1月13日 陝西渭南警方成功偵破
一宗特大系列電信詐騙案，52人被刑拘，
涉案金額達1,000餘萬元（人民幣，下
同），受害者超2萬人。

■ 2016年1月8日 中國和老撾合作偵破特大
跨國電信網絡詐騙案，抓獲疑犯470名，逾
千名受害人被騙金額達2億餘元。

■ 2015年12月24日 廣東警方聯手泰國警
方，在泰國首都曼谷搗毀一個以台灣人為
主腦的特大電信詐騙窩點，抓獲台灣籍主
犯14人，內地馬仔14人，泰籍人員3人。
該案涉案金額逾3,000萬元。

■ 2015年12月10日 深圳能源公司財務李某
在香港突然收到公司高層領導的QQ信息轉
移公司一筆擔保金，李某未經核實就將
3,505萬元資金轉到指定賬戶。深圳警方經
近一個月偵辦，共查詢涉案賬號200餘個，
凍結獎金4,800餘萬元，抓獲疑犯28名。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本月底，穗
三大運營商廣州用戶再不進行實名制認證，其手機號
很可能被強制停機。廣州移動官方微信日前發佈公告
稱，3月30日之前沒有實名制登記的全部要實名登
記，如果逾期沒有登記的，將會被強制停機，而且停
機90日內仍未補辦的，有可能被銷戶。廣州移動相關
人士昨日向記者表示，上述公告內容屬實。而廣州聯
通、廣州電信也透露，正在執行相關實名制規定，用
戶3月底前不登記也面臨停機危險。

廣東聯通將分批執行
廣州移動官方微信的公告稱，為避免手機不能正常

使用，尚未實名登記的客戶請在2016年3月30日前完
成登記。如果過了3月30日仍未登記的，廣州移動將
陸續對未實名登記客戶分批暫停提供電信服務，也就
是停機、無法撥打接聽電話、收發短信和上網，而停
機後90日內仍未補辦的，將強制銷戶。廣州移動相關
人士表示，相關公告內容屬實。廣東聯通相關人士也
表示，新用戶在買卡的時候就已經登記了，對於未實
名認證的老用戶，現正通過短信提醒，如果用戶收到
提醒短信，要盡快到營業廳辦理。據了解，不僅限於
廣州，廣東聯通都將執行相關規定，對3月底逾期未
登記的用戶分批實施強制措施。
據介紹，去年12月30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公佈了

關於落實電信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制度的決定，並
於當日開始施行。該《決定》規定，自施行之日起90
日內（即今年3月30日），對於未實名登記的用戶，
運營商應當催告其10日內補辦。催告期滿仍未補辦
的，將暫停為其提供電信服務。而暫停服務後90天內
依然不補辦，就會終止服務。記者也了解到，三大運
營商的集體開戶的號碼，也就是集團用戶都要進行實
名登記。

穗限月內實名登記
逾期強制停機

中日關係四點原則
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

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
關係。

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
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
一些共識。

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
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
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
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

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
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

記者 葛沖 整理

■銀監會近日通知，要求同一銀行為同一客戶開立
借記卡原則上不得超過4張。圖為南京市民展示銀
行卡。 資料圖片

■中國駐日
大使程永華
記者葛沖 攝

■■程永華昨日表示程永華昨日表示，，按按GG2020機制運作規機制運作規
則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來華出席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來華出席今年
的的 GG2020 峰會峰會。。圖為圖為 20142014 年年 1111 月月 1010
日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來華出席亞太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來華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安倍晉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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