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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公佈18國家級新區改革重點

李克強晤挪威首相 兩國將重啟自貿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昨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同來華
進行正式訪問的挪威首相索爾貝格舉行會
談。李克強表示，中挪建交63年來，挪
威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曾長期走在歐洲國
家前列。當前，中挪關係重回正常發展軌
道，雙方應倍加珍惜。希望挪方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同中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的精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加強政治互信的引領，推動中挪關
係與務實合作在新的起點上再起航。

探討共拓第三方市場

李克強指出，中挪經濟互補性強，發展
潛力大。中方願同挪方重啟自貿談判，舉
行新一輪經貿聯委會會議，恢復政治磋商
機制，建立政府間能源政策對話機制，密
切兩國企業界交流，發揮好這些平台和機
制的引領作用。
在能源、海洋工程等領域加強合作，探

討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在農漁業、科技
創新、社會保障、警務執法、地方人文等
廣泛領域拓展交流合作。中國正在推進新
一輪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打造最具吸引
力的投資目的地。歡迎挪方企業和主權財
富基金擴大對華投資，更好實現互利雙

贏。
李克強強調，中挪都倡導多邊主義，致

力於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和自由貿易，推
進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和可持續發展。
我們願同挪方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
溝通與協調，推動中挪在北極理事會、中
國－北歐合作等框架下的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
索爾貝格表示，挪威是最早與中國建交

的西方國家之一。挪方願以兩國關係正常
化為新的起點，按照雙邊關係正常化聲明
的精神，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尊重中方的
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密切政治對話，增

進政治互信，鞏固兩國關係政治基礎，建
立起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
挪中是天然合作夥伴，挪方希望同中

方早日重啟兩國自貿談判，加強合作機
制建設，拓展在農業、漁業、海洋、航
運、環保、金融、稅收、投資等領域合
作。進一步擴大民間交往，加強人文合
作，在冬季運動方面開展合作。挪方支
持中方在北極理事會發揮積極作用，願
加強在極地事務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
題上的溝通協作，推動北歐國家－中國
關係發展，共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

雄安戶籍含金量直追北京
冷清小城變熱土 戶籍登記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大鵬 雄安報道）昨日

凌晨，雄安新區所在的中心區域容城起了霧。天還

未亮，午方村的劉二妮與兒子兒媳就匆匆趕往城南小李鎮派出所排隊

給兒媳上戶口。5點時她目測了一下，前面大約有50個人。三個小時

後，她身後排出的一字長龍至少也有500人。劉二妮昨天的行動有點

慢，直到下班也沒擠到戶籍室門口。儘管她在隊伍中的位置不太理

想，不過她完全有信心把兒媳的戶口從石家莊遷入雄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河北省
十二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二十七次會議。
通過關於接受張慶偉辭去河北省人民政府
省長職務請求的決定。決定任命許勤為河
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
公開資料顯示，許勤歷任國家計委高技

術產業發展司副司長，國家發展改革委高

技術產業司副司長，國家發展改革委高技
術產業司司長，廣東省深圳市委常委、副
市長（掛職）等職務，2010年6月任廣東
省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去年12月任
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市長。
2017年4月任河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
記。

■■許勤被任命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許勤被任命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長省長、、代理省長代理省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即使得知
處理戶口的
網絡故障，
派出所前等
待的人群仍
未散開。

記者
顧大鵬 攝

昆明嚴打低價遊
查處22旅行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昆明報道）記
者從昆明市旅發委獲悉，國家旅遊聯合檢查組
移交的24個案件線索已全部辦結，22間旅行
社被查處。
國家旅遊聯合調查組於去年11月對昆明

進行「不合理低價遊」專項督查，移交案
件線索24件，昆明市旅發委進行了立案調
查。因不合理低價、接待不支付或不足額
支付費用的旅遊團隊，有3家旅行社被吊銷
經營許可證。此外，有19家旅行社被處罰
款，其中15家被責令停業整頓五天至至三
個月不等。

江蘇原副省長違紀遭「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
員，江蘇省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李雲峰嚴
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李雲峰不但對抗組織審查，更用
公款大吃大喝，多次違規出入私人會所。
此外，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並收受財物，又縱容默許家屬收受禮品。因
此，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
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依據《中國共產黨紀
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決定開除李雲
峰黨籍及公職，並終止其黨的十八大代表
資格。

容城在雄縣和安新的中間，論經濟實力
雄縣第一，安新第二。除了服裝業在

全國還有點名氣，在如今的雄安三縣中，
容城算最不起眼的地方。然而，剛設立的
雄安新區容城，卻成為率先開發的核心地
帶。這幾天，坊間不斷傳出有人為了獲取
當地戶籍閃婚的消息。甚至有傳言指，雄
安某村50歲的光棍娶了張家口23歲的在校
大學生，雄安戶籍的含金量直追北京。

遊子匆忙回流
容城縣服裝廠老闆小亮去年「十一」，
與河北省會石家莊的姑娘小格辦了喜事。
儘管28歲的小亮家產過億，心裡仍然有
一種高攀大城市的嚮往。不用商量，兩家
人願意兒媳的戶口留在石家莊，將來有了
小孩隨母親落戶。雄安新區消息公佈時，
小格已懷胎七個月，兩家果斷決定把兒媳
的戶口從石家莊遷回來，只怕遲一步耽誤
了孫輩的未來。

其實，雄安所有戶籍遷入工作去年就被
凍結。不過，派出所戶籍牆上的入籍指南
顯示，有三種情況仍可落戶。一是新生
兒，二是婚遷，三是2017年本地戶籍的
大中專畢業生。辦理婚遷手續，需要提供
夫妻雙方結婚證、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兩
張，遷入人員申請，遷入地社區（村委
會）出具接收證明。

網絡故障無阻熱情
按前幾天慣例，上午8點派出所工作人

員就開始辦公。然而直到9點，前邊的隊
伍一動不動，隊伍中的每個人都感到了不
安。劉二妮讓兒子佔着位置，自己上前打
探消息，她最擔心的問題還是出現了。上
午10點鐘。一名職員從屋裡走出來告訴大
家負責處理戶口的網絡壞了，並指不清楚
會修到什麼時候。然而，直到上午12點，
已經扭曲變形的一字長龍仍然沒有散去，
大家都希望能第一時間得到容城的戶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近日在推進改革試驗區方面動作連
連，繼新規劃建設河北雄安新區之後，昨
日國家發改委又對外公佈浦東、濱海、南
沙等18個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重點任務。記者觀察到，近日大熱的河北
雄安新區並未在文件中提及，據了解，雄
安新區的規劃尚為「一張白紙」，國家發
改委牽頭多部門正在研究起草，而從現有
18個國家級新區的佈局亦可窺見內地改革
的新動向。
國家發改委的消息顯示，近日印發
《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

點》，分別提出了上海浦東、天津濱海、
重慶兩江等18個國家級新區2017年深化
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重點任務。此次國
家級新區的規劃，主要是希望在改革創
新和產業轉型升級方面進行探索和試
驗，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發揮輻
射帶動作用。

加快建設津「雙創」示範基地
在中央提出建設河北雄安新區後，同在

京津冀地區的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動向引
入關注。此次發改委提出，加快建設天津
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和「雙創」示範基

地，全力推進京津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
建設探索。
同時，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

探索與天津港聯動的「區港綠色通道」。
外界猜測雄安新區將成為中國的創新中
心，雄安和濱海兩個新區在科技創新方面
的協調發展值得關注。
此外，工作要點提出，上海浦東新區要

全面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穩健推動
金融開放創新試點，提升金融中心建設水
平；在重慶兩江新區，推動建立質量效益
導向型外貿發展新格局，探索促進國際投
資合作新方式，完善境外投資活動真實性

核查制度。

南沙新區吸港澳人才落戶
對於廣州南沙新區，國家發改委提出，

要深化粵港澳深度合作探索，推動建設粵
港澳專業服務集聚區、港澳科技成果產業
化平台和人才合作示範區，引領區域開放
合作模式創新與發展動能轉換。一方面，
推進服務業執業資格互認，吸引專業人
才落戶。另一方面，完善「智慧通關」
體系，並推動法制保障的國際化、專業
化、社會化多元糾紛解決平台，優化法
治環境。

南方日報：推動中歐合作邁出更大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芬蘭之行

前日圓滿結束。這是中國國家元首今年首訪
歐盟國家，是一次面向整個歐洲的重大外交
行動。在中芬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明確
將共同致力於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
文明四大夥伴關係，推動落實《中歐合作
2020戰略規劃》，支持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及中歐人員往來和移民領域對話進程，支持
中歐在條件成熟時啟動中歐自由貿易協定聯
合可行性研究，加強雙方高技術貿易合作。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立足芬蘭、放眼歐洲，習近平此訪必
將為中歐關係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共同推
動中歐合作向前邁出更大步伐。特別是習
近平關於支持歐洲發展、希望歐盟壯大的
重要講話，如春風拂面，在歐洲社會的有
識之士中產生了熱烈反響。

堅持合作共贏 加強戰略交流
文章指出，中國和歐盟是世界上兩支重

要力量。全面深化中歐和平、增長、改
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是時代所需、人
心所向。中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歐盟要恢復在全球市場上
的競爭力，正在內部進行艱難的治理轉
型、產業轉型和社會轉型，促進經濟「靈
巧增長、可持續增長、包容性增長」，努
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全球化趨勢的推動，

使中歐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迫切和
必須。在新的起點上，中歐要用大智慧增
強戰略互信，抓住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
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抓住各國人民對和平
與發展的共同訴求，堅持走合作共贏之
路；要用大視野拓展合作，加強發展戰略
對接，加強交流互鑒和互利合作，推動彼
此合作邁向更高端；要用大胸懷化解難點
問題，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
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和減少分歧。

「川生墜樓案」排除他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四川
省瀘州市官方昨日在當地召開媒體見面
會，通報瀘縣「4．1」初一學生意外墜
樓死亡事件的相關情況。通報稱，死者
趙鑫的損傷為高墜傷，無其他暴力加害
形成的損傷，可以排除他殺，且未發現
趙鑫生前被欺凌。上周六（1日）上

午，14歲的趙鑫被發現在學校住宿樓外
死亡。
通報稱，技術人員發現現場的痕跡符

合一人腳踩洗漱台和窗台、用手攀附寢
室窗台及衛生間窗框墜落的特徵。另據
四川省公安廳刑偵局刑事技術處處長王
慶紅表示，死者身體上的損傷符合外輕

內重、暴力巨大的損傷特點，損傷均為
高墜傷且無死後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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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挪威首相索爾貝格
相談甚歡。 中新社

沈曉明出任海南代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下午舉

行的海南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二十八次會議決定，接受羅保銘辭去海南省人
大常委會主任職務、劉賜貴辭去海南省人民政
府省長職務的請求，決定任命沈曉明為海南省
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

許勤任河北代省長

■■調查證實趙鑫調查證實趙鑫（（右右））的死亡並非他的死亡並非他
殺殺。。圖為他生前與母親合照圖為他生前與母親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5客機備降虹橋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邊

檢部門昨日披露，因受雨霧天氣影響，
五架原定降落在浦東機場的國際航班備
降虹橋機場，虹橋邊檢部門九小時內為
888名旅客及機組人員辦理了通關手續。
據悉，這是虹橋機場T1A樓改造啟用

後迎來的首次大規模國際航班備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