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16條出入境新政今實施
撐自貿區引進人才 外籍華人享特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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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重大的倒計時提
醒，9月4日召開的二十國集
團（G20）杭州峰會就在眼前
了。」7月29日，G20智庫會
議（T20）上，一位享譽國際
的智庫學者如此說道。全球
200家智庫代表，在北京參加
了這場盛大的G20預熱活動。

5周後，公認的「全球經濟
治理首要論壇」G20峰會就要

召開。這是中國首次主辦G20峰會，堪稱史上首次
牽頭全球治理的頂層設計。這場峰會，將決定未來
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全球經濟走向，也將深刻影響中
國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的地位。G20，是世界輿論高
度關注的大事。

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充滿不確定性。今年
以來，歐美經濟體經濟增長毫無亮點，美聯儲捉摸
不定的加息預期、英國脫歐等引發世界經濟波動，
歐洲頻發的恐怖襲擊更是引發人們對傳統國際秩序
的擔憂，全球避險模式升級。展望下半年，移民危
機、美聯儲加息預期、西班牙大選等問題將繼續擾
動世界，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動盪所引發的負面效
應，將嚴重阻礙全球經濟復甦。面對諸多嚴峻挑
戰，中國舉辦的G20峰會被賦予更豐富的意義和更
重要的責任。世界對此充滿期待，希望中國能在此
次峰會上傳遞中國思想，貢獻中國方案。

中國發展經驗備受世界矚目。今年，筆者所在機
構於 北京、深圳、上海、華盛頓、利馬、柏林、
日內瓦、孟買、浙江安吉等地，與國內外智庫夥伴
合辦了10輪G20智庫會議。在聽取國際社會對中
國G20峰會的建議時，筆者發現，很多國際朋友都
很好奇，中國經濟是怎麼在全球動盪、經濟貿易增
長雙低迷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

比如，有印度學者問，如何像中國那樣在各地搞經
濟開發區？有土耳其學者好奇，中國是怎樣推進高新
科技園的？從這個角度看，G20峰會是中國新發展理
念對世界吸引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事實上，此次G20峰會「4個I」（創新、活力、
聯動、包容）的主題，與「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
想不謀而合。「十三五」規劃確立的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是針對中國經
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甦低迷形勢提出的

治本之策。這些新發展理念正在成為全球共識。
G20不僅是國際經濟合作的平台，更是對國際秩序的改善。全球

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新興經濟體匯率大幅震盪、全球貿易保護主義
抬頭等問題，反映出深層次的矛盾，即原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
已經不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需求。中國舉辦G20峰會，將有利於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強對話，以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
調，化解全球性風險，形成增長合力。

博弈還會繼續，摩擦可能永遠存在，
但中國的「G20時刻」不容錯過，更要
細細品味。畢竟，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
人民期待許久的風雲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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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公安部批
覆、旨在支持廣東自貿區建設和全省創新發展的16條
出入境措施，今日正式生效實施。其中，外籍華人辦
理在華永久居留和申請簽證、居留證件，將享特殊優
惠和特殊通道。根據新政，外籍華人在廣東自貿區申
請永久居留，將取消單位類別和職務級別限制。同
時，原籍或出生在廣東的外籍華人，在探親、商務洽
談、科教文衛交流相應證明或擔保，可獲簽發5年多
次出入境簽證。記者了解到，此次改革，外籍華人因
享多重利好，成為最大的受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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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條出入境政策部分內容
1. 簡化廣東自貿區認定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手

續，加快審批進程；
2. 對在廣東自貿區創新創業團隊的外籍成員和

自貿區企業選聘的外籍技術人才試點實施永
久居留積分評估制；

3. 支持外籍青年學生來廣東自貿區創新創業；
4. 為外籍華人申請永久居留實施便利政策，為
申請簽證和居留證件的外籍華人提供特殊通道；

5. 降低在廣東自貿區投資人員申請永久居留投
資標準；

6. 允許工資收入和納稅達到規定標準的外國人
申請永久居留；

7. 對外籍高層次人才暢通從就業居留向永久居
留資格的轉換機制；

8. 允許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畢業後進行
創新創業活動；

9. 允許外籍和港澳台高層次人才聘僱外籍家政
服務人員；

10. 支持廣東省向國務院申請實施部分國家人員
144小時過境免簽並實現廣東陸、海、空港
口岸過境免簽政策聯動等。

整理：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操盤
手，更是最大獲利方。一旦「薩德」在韓部署到
位，美國利用部署反導系統構建的「反導霸權」
禍水將引入東北亞。
自1983年列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以

來，美國謀求「反導霸權」的腳步從未停歇。
發展反導武器、實施反導系統的全球部署成為
美國確保軍事絕對優勢、維護全球霸權的重要
手段。

威脅戰略平衡 貽害深遠
事實已表明，美國這種單方面編織全球反導網

的做法，雖然表面上打着防禦旗號，根本上卻是
企圖以犧牲他國的安全換取自身的安全，嚴重威
脅國際和地區戰略平衡和安全穩定，貽害深遠。
美國處心積慮推動「薩德」入韓，絕非單純為

了幫助韓國應對所謂朝鮮核與導彈威脅，背後有
着不便明說的私心和私利，那就是推進其亞太反

導系統建設。美國國防部早在2012年3月就宣佈
將構建亞太反導系統，計劃倚重美日澳、美日韓
這兩個「三邊聯盟」來實現。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吳日強副教授認

為，美國現有亞太反導系統的一大短板在於識
別能力不強。美國拉攏韓國入夥，就是想在韓
國部署先進雷達，這對美國亞太反導系統建設
意義重大。他指出，部署到韓國的「薩德」Ｘ
波段雷達，在和平時期可被用以監測中國戰略
導彈發射實驗，積累彈頭和誘餌的雷達特徵數
據；戰時則可對部分中國打擊美國的戰略導彈
實現提前探測和跟蹤。這些都有利於抵消中國
對美國的核威懾。值得警惕的是，「薩德」入
韓只是美國亞太反導建設的重要一步，而非終
點。

「薩德」入韓 美居心險惡
對比美國在歐亞大陸兩端的反導建設，一些做

法和策略簡直如出一轍。比如，利用羅馬尼亞、

波蘭等東歐國家戒備俄羅斯的心態，借反導部署
提供所謂安全保護。兩個月前，美國在羅馬尼亞
南部的反導基地投入運行，在波蘭北部的反導基
地破土動工。專家指出，一旦爆發戰爭，羅馬尼
亞和波蘭的反導基地更可能誘發俄羅斯進攻，進
而令兩國陷入巨大危險。
反導問題一直是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長期不和、

缺乏互信的重要原因，加劇歐洲地緣政治緊張，
助長「新冷戰」氛圍。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成為
事實上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可以利用安全問題
繼續「掌控」歐洲，另一方面則借力一些歐洲國
家為自己遏止俄羅斯的戰略服務。
歐洲的前車之鑒已經影射出美國力推「薩德」

入韓的真實用意，並非單純為了保護韓國免受所
謂朝鮮威脅，更是為了一己之私和霸權地位，把
韓國拉上東北亞戰車。對「薩德」入韓之禍患、
美國居心之險惡、「反導霸權」之危害，韓國應
有清醒認識與判斷，避免引狼入室，陷入不可挽
回的敗局。

新華社：不容美「反導霸權」禍害東北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外交部前日證
實，中方有關部門近日依法對一名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日
本公民進行審查，相關情況已通報日本駐華大使館。據《環球
時報》從知情人士處得到消息，該男子疑為日本日中青年交流
協會理事長鈴木英司，從1983年起一直從事日中交流工作。
不少日媒猜測，該男子被捕很可能與從事間諜活動有關。

日媒猜涉間諜活動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7月28日在記者會上透露，一名日本
男子7月在北京被中國有關部門拘留，但是「因為問題的性

質，詳細事項不能披露」。據日媒披露的信息，該男子7
月10日前後前往北京，原計劃15日返回日本，但直到27
日也未與其工作的機構聯繫，手機處於無法接通狀態。
不少日媒猜測，該男子被捕很可能與從事間諜活動有關。

不過，菅義偉28日否認這名男子參與間諜行為的可能性，
稱「日本政府對任何國家都未進行那樣的活動」。
雖然日本政府一直否認向他國派遣間諜，但事實上，有媒

體指出，日本最近幾年一直在加大對外人力情報資源建設，
利用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內閣情報調查室、公安調查廳等部
門加強收集對外情報。
自2015年5月以來，在中國浙江省、遼寧省以及北京和上

海等地，有4名日本人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被中國有關部門
依法逮捕，其中1人已被正式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9歲的海軍航
母艦載戰鬥機一級飛行員張超，4月27日在駕駛
殲15飛機進行陸基模擬着艦訓練時，突遇飛機
故障，不幸殉職。
當天，在連續完成兩架次海上30米超低空飛
行後，張超駕駛戰機執行陸基模擬着艦訓練。着
陸後，已經接地滑跑的飛機突報「電傳故障」，

機頭急速大幅上仰，瞬間離地。在飛機超過80
度仰角情況下，張超被迫跳傘，墜地後受重傷，
經搶救無效英勇犧牲。
現場視頻和飛參數據顯示，從12時59分11.6
秒發現故障到59分16秒跳傘，短短4.4秒時間
裡，張超竭盡全力推操縱桿，制止機頭上揚。
「生死邊緣，張超仍在試圖挽救飛機。」海軍

某艦載航空兵部隊部隊長戴明盟說。

航母艦載機犧牲首位英烈
艦載戰鬥機飛行，被形容為「刀尖上的舞

蹈」，是世界上風險最高的職業之一。統計表
明，航母艦載戰鬥機飛行員的風險系數是航天員
的5倍、普通飛行員的20倍。
2015年3月，主動申請到海軍某艦載航空兵部隊

之前，張超是「海空衛士」王偉生前所在部隊優秀
的三代機飛行員，曾數十次帶彈緊急起飛驅離外軍
飛機，首批駕駛殲－11B飛機飛臨西沙永興島，是
全團6名「尖刀」隊員中最年輕的一員。
犧牲前，張超共飛過8種機型，是中國軍隊年
輕三代機飛行員中的佼佼者。
「張超是為人民海軍航母艦載機事業犧牲的第

一位英烈。」戴明盟說，「我們剛剛起步，未來
的考驗還很多，要走的路還很長……」
2012年11月23日，戴明盟首次在遼寧艦航母

上成功阻攔着艦；2013年5月，人民海軍第一支
艦載航空兵部隊成立；2014年底，中國自主培
養的首批艦載戰鬥機飛行員成功完成艦上起降。
張超的犧牲，沒有影響人民海軍航母艦載機事

業的前進步伐。6月16日，渤海灣畔，一架架殲
15飛機再次展翅海天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南省教育廳透露，省部共建的南海
海洋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近日已正式通過科技部批准。實驗室將
依託海南大學建設，服務於中國海洋強國戰略和海南地方經濟發展。
南海海洋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是海南高校首個國家重點實驗

室，將主要圍繞南海海洋生物資源利用、南海海洋礦物資源新材料利
用、南海海洋信息資源化技術等方向，開展有區域特色的南海海洋資
源保護和利用研究。
據介紹，為了支持該重點實驗室的建設發展，海南每年將為實驗室

提供不少於1,000萬元人民幣資金支持，用於實驗室建設、日常運行、
開放課題設立和人才引進培養。

中方證審查涉危害國安日男

��

南海海洋資源重點實驗室成立艦載戰機訓練意外 殲15機師殉職

今年以來，公安部相繼出台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北
京創新發展和福建自貿區建設有關出入境政策措

施，此次再批覆支持廣東自貿區建設和全省創新驅動
發展16條。由於廣東是中國最大的華人華僑原籍地，
此次批覆政策有專門針對海外華人的人才引進、探
親、商務洽談的優惠條件。

外籍華人申請居留降門檻
記者發現，16條中有3條專門針對華人華僑，兩條

在全省自貿區施行，一條在全省通行。在申請永久居
留方面，根據新政，今日起，外籍華人具有博士研究
生以上學歷，或在廣東自貿區企業連續工作滿4年、每
年在中國境內實際居住累計不少於6個月，可直接申請
在華永久居留。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鄭東介紹，此
前，此類華人申請在華永久居留，須為高新技術等四

類企業、重點高校、七類科研機構服務才可申請，且
必須擔任副總經理以上職務，或具有副教授等以上職
稱；同時，在華停留時間累計不少於3年。新政出台
後，上述單位類別和職務級別限制全部取消，居住時
限也大大放寬。

原籍廣東華人簽證可達5年
在申請簽證和居留證件方面，在自貿區內創業的外

籍華人，不受60歲年齡限制，憑藉工作許可證和僱主
擔保函件，可直接申請5年有效工作類居留許可，也可
憑創業計劃直接申請5年有效私人事務類居留許可。而
此前須持有外國人就業證或外國專家證，且規定60歲
以上不能在華就業。鄭東說，「取消年齡限制、簡化
申請手續、放寬居留許可有效期，提供居留便利，在
四方面有突破。」

值得關注的是，除自貿區外，廣東也在全省層面出
台針對外籍華人相關便利政策。根據新政，在粵出生
或原戶籍為廣東的外籍華人，憑探望親屬、商務洽
談、科教文衛交流及處理私人事務的相應證明或擔
保，可簽發5年內（原政策只允許1年）多次出入境有
效簽證；需長期居留的，可按規定簽5年內居留許可，
而舊政策只簽發3年。
記者了解到，目前，針對公安部批覆16條新政，廣

東省政府及有關部門已於7月27日前後審議相關細
則，上報國務院批覆，今年年底公佈。而上述針對外
籍華人的3條新政，多數在操作上不需要進一步細則明
確，可直接施行。而其餘13條新政，雖也是今日施
行，但因須有專門認定辦法出台後，才有具體的實施
流程和標準。因此，此次公安部批覆的16條，對外籍
華人華僑的優惠最為直接，受惠面也最廣。

■■張超張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多架殲多架殲1515艦載戰鬥機列陣遼艦載戰鬥機列陣遼
寧艦飛行甲板寧艦飛行甲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鈴木英司鈴木英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廣東1616條出入境新措施條出入境新措施，，對外籍華人最為對外籍華人最為
有利有利。。圖為美籍華人在廣州考察圖為美籍華人在廣州考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