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改革投融資體制
希望降低融資成本 暢通投資渠道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國投資增速持續回落，6月份民間投資增速跌至「谷底」的

情況下，新華社昨日受權播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

見》（下簡稱《意見》），希望以此降低融資成本、暢通投資渠道，穩住投資這塊

「壓艙石」，發揮其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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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專家學者，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早晨好！
我很榮幸有此機會和各位專家學者就所謂南海仲裁
案、中國的南海政策、中國和東盟的關係，以及區域的
合作與發展，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希望通過我們的交
流，發揮我們雙方的智慧而有助於使南海問題降溫，回
歸本地區和平、合作與發展的軌道。
所謂的南海仲裁結果發佈後，中國政府已就此事發表
了嚴正聲明，在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基
礎上，表達了不接受、不承認所謂裁決的立場。現在看
得更清楚了，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披着法律
外衣的鬧劇，它在程序、適用法律、證據採用等一系列
問題上都存在重大錯誤，違反了仲裁的國家同意原則，
侵犯了中國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也違反了菲
律賓與中國通過雙邊文件達成，並再三確認的通過談判
協商解決有關爭議的協議，以及菲律賓在《南海各方行
為宣言》中作出的通過談判協商解決有關爭議的承諾。

仲裁庭判決內容荒謬
應菲律賓請求建立的臨時仲裁庭對本案根本不具備管
轄權，存在嚴重的擴權、越權和濫權行為。所謂的裁決
結果否定歷史事實，嚴重違背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的基本精神和原則。這樣的仲裁當然是無效
的，沒有約束力的。事實證明，中國對於仲裁案的一貫
立場是正確的，是維護了國際法的正義和公正。
實際上，這個為南海問題而專門設置的臨時仲裁庭與
聯合國和國際法院沒有任何關係。前幾天，聯合國、國
際法院對此都發佈了聲明。南海臨時仲裁庭做出的所謂
裁決的內容也是荒謬的，連太平島都不是島嶼，真不知
道如何定義什麼是島，什麼是礁了。國際上對於島和礁
的判斷是很慎重的，而仲裁庭五位仲裁員為何能在不到
一年的時間裡就做出了這樣罔顧事實的判決？或許這不
僅與政治有關，也與背後的經濟利益有關係。與國際法
院為保證獨立性和公正性，其法官的酬金、薪水均由聯

合國支付不同，臨時仲裁庭的這五名仲裁員的服務是有
償的、掙錢的，掙的是菲律賓的錢。這就不難解釋了。
另據菲律賓媒體報道，阿基諾政府還為代理該案的8名律
師及其團隊支付了3,000萬美元。這些納稅人的錢最終換
來了一堆廢紙，還在全世界人面前暴露了其卑劣的伎
倆。 7月12日，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鬧
劇」宣告落幕。曲終人散，這個頗具爭議的臨時仲裁庭
也就此退場，我想用一句話對這個臨時仲裁庭下個結
論，那就是「拿了大錢，辦了髒事，吃相難看，非法無
效」。

中國立場贏得國際支持
有人說仲裁結果的公佈會使中國受到孤立，但事實正

好相反，中國的立場和觀點不僅贏得了本國人民的支
持，還得到了國際的70多個國家的政府以及90多個國
家的23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明確支持。除了菲律
賓，只有美國、日本等少數國家認為仲裁是合法的。美
國口口聲聲說維護國際法，但自己卻不加入《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更不用說，美國自己在1986年連真正隸
屬聯合國的國際法院關於尼加拉瓜訴訟案件的裁決也公
然拒絕執行。可見美國對待國際法有着鮮明的雙重標
準。日本在南海仲裁案中極盡挑撥之能事，暴露了其險
惡用心和明顯的政治意圖。
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的立場是一貫

的，我在這裡就不多做敘述了。我們帶來了最近剛剛
發表的中國關於南海政策的白皮書，歡迎在座的專家
學者和媒體記者朋友們自由取閱。白皮書的名字開宗
明義，《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
的有關爭議》，顯然，回到和平談判中來才是解決中
菲南海爭議的必由之道。中國將堅持在解決南海問題

上的雙軌思路，即具體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
商和平解決，南海的和平穩定由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
加以維護。
仲裁結果出來後，我們看到菲律賓民眾也表達出要與

中國對話和發展經濟合作的理性觀點，還有菲律賓媒體
報道，杜特爾特總統已經表示將派人訪華，與中國開展
有關南海問題的談判。我們真誠地希望談判能夠早日重
啟，那麼，中菲關係就能夠早日重回正軌。

不影響與東盟友好關係
中國高度重視發展與東盟諸國的友好關係，因為這是

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地緣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在東盟
諸國中，既有與中國文化相近、有着深厚友誼的老朋
友，也有與中國的貿易快速上升的好夥伴。我們是山水
相連的好鄰居，合作共贏才是中國東盟關係的主流。
自1991年中國－東盟建立持續的對話關係以來，中

國同東盟政治安全合作不斷深入，經貿合作蓬勃發展，
人文社會領域合作成果顯著。
在政治方面，中國始終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
外交方針，尊重東盟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價值
觀。東盟國家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在涉及中國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照顧中方關切。2002
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本
地區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
要文件，對於保持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增進中國與東
盟互信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在經濟領域，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日益密切，自2009

年起就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的雙邊貿易額達
到4,700億美元，雙方累計相互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
自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之後，中國與東盟各

國相互間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15年雙方又簽署
了修訂協議，標誌着自貿區的升級。雙方確定農業、信
息通信技術、人力資源開發、投資、湄公河流域開發、
交通、能源、文化、旅遊、公共衛生和環境等11個重
點合作領域，在20多個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在文化交流層面，中國和東盟就加強社會文化交流與

合作達成多項重要共識和具體規劃，開展了形式多樣的
各類活動。近年來，中國與東盟通過舉辦研討會、人員
交流、展演展覽等多種文化交流活動，展示了中國和東
盟獨特和多元的文化，打造出中國—東盟文化論壇等許
多輻射面廣、有影響力的文化品牌。2015年，雙方人員
往來達2,367萬人次，雙方互派留學生超過18萬人。
中國設立了總規模100億美元的中國—東盟投資合

作基金，主要為雙方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等重大合作項
目提供融資支持。中國與有關國家還在南海合作保持了
良性互動和合作，比如中國設立了中國—東盟海上合
作基金，為中國與東盟加強海洋領域的合作提供了重要
支持。中國還與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文萊等多國簽
署了關於海上合作的協議。
上述事實充分表明，儘管南海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域
外國家的干預、合作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制約因素，中國
與東盟國家的互動交流和務實合作還一直在持續，各國
都從中受益匪淺。南海區域的和平穩定合作發展才符合
各方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
面對當前的南海局勢，中國與東盟必須加強對話，排
除干擾，聚焦合作，這是最為現實的戰略選擇。我相
信，南海爭議是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之間的問題，不是
中國與整個東盟之間的問題。這次由菲律賓阿基諾政府
策劃的仲裁案不能動搖中國和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阻
礙不了中國和東盟合作的健康發展。

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2013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題為
《攜手建設中國一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全面
闡述中國對東盟政策，明確了中國—東盟關係長遠發
展目標，首次提出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隨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推進，中國與東
盟國家在南海展開深度合作的潛力也將日益顯現出來，
通過雙方的廣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就能使南海成為合
作之海、友誼之海、和平之海。
今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係25周年，9月
將在東盟輪值主席國老撾首都萬象舉行中國—東盟紀
念對話夥伴關係25周年的峰會，中國和東盟領導人會
出席。我們也希望借此契機，進一步促進中國和東盟關
係的良好發展。
最後，我盼望並相信在座的各位有識之士都能為中

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光明願景繼續作出貢獻。
謝謝！

（小題為編輯所加）

趙啟正在「南海問題研討會」上的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

道，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

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

啟正昨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南海

問題與區域合作發展高端智庫學

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

講時指出，和平談判才是解決中

菲南海爭議的必由之道，南海仲

裁案阻礙不了中國和東盟合作的

健康發展。演講全文如下：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
主任趙啟正昨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南海問題與區域合作主任趙啟正昨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南海問題與區域合作
發展高端智庫學術研討會上發言發展高端智庫學術研討會上發言。。 新華社新華社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意見》明確了深化投融
資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一是改善企業投資管理，

充分激發社會投資動力和活力。二是完善政府投資體
制，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引導和帶動作用。三是創新融資
機制，暢通投資項目融資渠道。四是切實轉變政府職
能，提升綜合服務管理水準。五是強化保障措施，確保
改革任務落實到位。

政府投資以非經營項目為主
《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政府投資範圍：政府投資資金

只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社會公益服務、公共基
礎設施、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重大科技進
步、社會管理、國家安全等公共領域的項目，以非經營
性項目為主，原則上不支持經營性項目。
《意見》表示，政府投資資金要按項目安排，以直接投資
方式為主。對確需支持的經營性項目，主要採取資本金
注入方式投入，也可適當採取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方
式進行引導。安排政府投資資金應當在明確各方權益的

基礎上平等對待各類投資主體，不得設置歧視性條件。
《意見》還鼓勵各地區各部門根據需要和財力狀況，

通過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在交通、環保、
醫療、養老等領域採取單個項目、組合項目、連片開發
等多種形式，擴大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

穩步放寬企業赴境外融資
《意見》還從「改善企業投資管理」、「完善政府投

資體制」、「暢通投資項目融資渠道」、「提升綜合服
務管理水平」等幾個方面對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在進一步提振投資方面，《意見》表示，將開展金融

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逐步放寬保
險資金投資範圍，並將穩步放寬境內企業和金融機構赴
境外融資。
《意見》還要求推進配套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快推進

鐵路、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醫療、教育、城市
公用事業等領域改革，規範並完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
作、特許經營管理，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等多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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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宣佈，經各
方商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7
月22日在北京同世界銀行行長金
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
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
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和
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舉行圓桌
對話會，就經濟增長、結構性改
革、貿易、金融、發展、就業等議
題進行討論。

世銀行長訪華商擴大合作
另據央廣網消息，世界銀行集團

行長金墉定於7月19日至24日訪
華，進一步擴大在醫藥衛生體制改
革和全球經濟可持續性等領域的合
作。在北京期間，金墉將出席李克
強總理與國際機構負責人的「1+
6」圓桌對話會，討論全球經濟與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並拜會國家及
有關部委領導。此外，他還將出席
在成都舉行的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
行長會議。
金墉說：「我想對中國領導人繼

續致力於同世界銀行的合作表示感
謝。我們歡迎中國在全球發展中發
揮顯著作用，和世界各國一樣，我
們對中國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域
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有機會與中
國合作探索深化改革之道，為提供
低成本高價值的醫療衛生服務鋪
路，我們深感榮幸。我們感謝所有
的合作方，期待為中國實施聯合研
究提出的改革建議提供支援。」

粵宣傳部長：為新聞輿論工作固本鑄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網報道，廣東省委宣傳

部、省委教育工委昨日共同舉辦的全省高校新聞院
系負責人和骨幹教師專題研修班在廣州開班。150
多名學員將在為期5天的研修中系統深入學習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系列重要講話精
神。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出席開班儀式並
作動員講話。
慎海雄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新聞輿論工

作系列重要講話，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
義新聞觀，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治國理政
的思想體系，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
分，為我們做好新形勢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提供了
強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慎海雄強調，高校新聞院系是新聞輿論工作人才
培養和學術研究的重要基地，要扎實推進習近平總
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學習
貫徹總書記關於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系列重要講話精
神，不僅要在新聞輿論工作實踐方面抓好貫徹落
實，也要在新聞傳播研究教育方面融會貫通。高校
新聞院系要把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學深學透，深入
開展研究闡釋，全面貫穿到新聞教學和研究工作實
踐中。要牢牢抓住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這條主
線，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固本鑄魂；要緊繃意識形
態鬥爭這根弦，切實守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安全；
要把握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前沿課題，在理論與實踐
的結合中實現更大作為。

■■為穩住投資這塊為穩住投資這塊「「壓艙石壓艙石」，」，中央出中央出
台政策台政策，，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圖為福圖為福
建省莆田市一處在建樓群建省莆田市一處在建樓群。。 中新社中新社

投融資體制改革要點
■投資核准範圍最小化
堅持企業投資核准範圍最小化，原則上由企業
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投資行為。在一定領域、區
域內先行試點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探索創新
以政策性條件引導、企業信用承諾、監管有效
約束為核心的管理模式。

■推行投資項目審批首問負責制
探索建立並逐步推行投資項目審批首問負責
制，投資主管部門或審批協調機構作為首家受
理單位「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務，一
家負責到底。

■試點金融機構依法持有企業股權
開展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
試點。

■建設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台
實行核准制的投資項目，政府部門要依託投資
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台或政務服務大廳實行並
聯核准。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