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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顯效 一二線樓價續「退燒」

楊潔篪：「帶路」可實現共贏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峰會收穫豐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務委員楊潔篪前日在釣魚台國賓館

介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成果時表示，從各方面的反應看，大

家都有獲得感，都感到不虛此行，也

都認為這是一項可以實現共贏的事業，「一帶一路」的美好願景一定

能夠實現。

「帶路」峰會
三大亮點

■進一步明確了未來「一
帶一路」的合作方向。

■規劃了「一帶一路」建
設的具體路線圖。

■確定了一批「一帶一
路」將實施的重點項
目。

來源：新華社
楊潔篪表示，共商、共建、共享是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核心理
念，是各方推動「一帶一路」的重要共
識，也寫入了聯合國決議、亞太經合組
織領導人宣言等重要文件。本次領導人
圓桌峰會聯合公報再次確認了這一原
則。我們在辦會過程中也秉持這一原
則，不持私心、不謀私利，把共商的態
度、共建的決心、共享的誠意貫穿到辦
會的各個方面。

商議經濟挑戰 引發代表共鳴
在會議安排上，我們堅持開放包容、
民主透明的辦會風格。我們既借鑒國際慣
例，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和訴求，又自主創
新，突出特色，制定了開幕式、圓桌峰
會、高級別會議「三位一體」的會議形
式，確保各方都有充分參與的機會。
在議題設置上，我們注意聽取各方意
見和建議，吸納智庫、媒體、社會各界對
高峰論壇的期待和訴求。高峰論壇的主題
議題緊密圍繞世界經濟中的共性挑戰，可
以說抓住了各國普遍關心的問題，引起了
與會各國代表的共鳴。
在會議成果上，聯合公報集中體現了
各方共識。我們邀請出席圓桌峰會的國
家共同參與公報準備工作，組織了多輪
磋商，確保最大程度地體現各方共識。
成果清單集中體現了在務實合作方面取

得的早期收穫，清單上的每一份成果，
都是共商共建的結晶，也將為各國人民
所共享，展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潛
力和前景。

深化互聯互通 推動國際合作
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下一步合作

方向，楊潔篪指出，習近平主席已經作了
全面的闡釋，就是要將「一帶一路」建設
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
新之路、文明之路。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
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
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聚焦發展這
個根本性問題，扎扎實實推進經濟走廊建
設，深化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完善金融
保障體系。打造開放合作平台，建設開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
化。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和綠色發展，建立
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建設更多民生項
目，促進社會包容發展。
楊潔篪進一步指出，中方主辦高峰論
壇，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強發
展戰略對接，深化夥伴關係，推動國際合
作，實現互利共贏，我們圓滿實現了預期
目標。從各方面的反應看，大家都有獲得
感，都感到不虛此行，也都認為這是一項
可以實現共贏的事業，「我相信，沿着這
一方向走下去，經過大家共同努力，『一
帶一路』的美好願景一定能夠實現」。

江蘇原省委常委趙少麟囚四年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5月17日，習近平
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
並發表重要講話。今年5月17日，習近平
總書記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
年，並向全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
出希望：「立時代潮頭，通古今變化，發
思想先聲，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
論，傳播中國思想，努力為發展21世紀馬
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構建中
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
系、話語體系，增強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國
際影響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南方
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殷切希望，為構建中
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提供了強大思想
指引和實踐動力。
文章續指，習近平總書記為構建中國特

色哲學社會科學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在學
科體系建設上，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
級學科基礎地位，實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
課建設體系創新計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學術體系建設上，要
扎根中國大地，突出時代特色，樹立國際
視野，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
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不
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

在話語體系建設上，要深化黨的理論創新
成果的學理闡釋，將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的
核心思想、關鍵話語體現到各學科領域，
堅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
踐升華中國理論，創新對外話語表達方
式。
文章進一步指出，學以人立，業靠人

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要從人抓起，持之以恒，久久為功。目
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有五路大軍，按
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要把這支隊
伍關心好、培養好、使用好」。各級黨
委要認真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尊重

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
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動
引導、工作上創造條件、生活上關心照
顧。要建設種類齊全、梯隊銜接的哲學
社會科學人才隊伍，進一步深化人才發
展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激勵機
制。要推動形成崇尚精品、嚴謹治學、
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
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
生態，引導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成
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
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
支持者。

南方日報：立時代潮頭 發思想先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今年4月是內地房地產調控全
面收緊的第二月，國家統計局昨日
發佈數據顯示，內地70個大中城市
中，房價漲幅回落的城市數量增
加，一、二線城市房價漲幅明顯
「退燒」，一線城市新房同比價格
更連續7個月下降，這表明樓市調控
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然而，從整
體看，在70個大中城市中，新房價
格環比下降的城市僅8個，河北唐
山、安徽蚌埠、湖北宜昌、廣西北
海等三、四線城市環比漲幅居前。
業內人士預計，房地產市場炒作從
一、二線城市轉向三、四線城市，
且三線及四線城市房地產調控措施
將趨嚴。
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

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
幅全部回落，且9個城市環比下降
或持平。從同比看，4月70個大中
城市中，69個城市新房價格同比
上漲，無錫同比上漲28.4%，居首
位，而唯一下跌的是遼寧錦州，
同比跌幅為 1.1%；從環比看，62
個城市新房價格上漲或持平，其
中唐山、蚌埠、宜昌環比漲幅超
過 2%，居前三位，而天津、上
海、江蘇南京、安徽合肥、福建
福州及泉州、海南海口及三亞共8
個城市環比下跌。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

建偉指出，4月份房價漲幅回落的城
市增加。從同比看，4月份70個城市
中有3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漲
幅比上月回落，比3月份增加6個，

回落城市中有23個為一線或二線城
市。 從環比看，4月份70個城市中
有23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漲幅
比上月回落，比3月份增加13個城
市；7個城市由上月上漲轉為持平或
下降。

三線城市漲幅擴大
劉建偉續指，一、二線城市房價

漲幅收窄，三線城市漲幅擴大。其
中，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
比漲幅連續7個月回落，4月份比3
月份回落2.8個百分點；二線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連續5個月
回落，4月份比3月份回落1.0個百分
點；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
比漲幅略有擴大，4月份比3月份擴
大0.4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樓市調
控導致房屋交易量持續收窄，很多房產中介公司為
搶奪客源，不惜大幅自降中介費。目前，內地下調
0.5個百分點中介費的公司不在少數，還有一些乾
脆「腰斬」服務費，幅度之大堪稱罕見。業內人士
分析指，此次中介費大幅下降，主要是業內針對樓
市淡季而自發進行的攬客行為。據悉，有關調控中
介費的行動或已有眉目，監管部門正有降低中介費
的意願。
「這次買房交易的中介費是1.7%，和其他小中介

比還是貴了」，剛通過上海「鏈家買下浦東航頭一
套住宅的購房者紀先生表示。據悉，「鏈家」的中
介費在此前樓市火爆期間一直都是2.7%，但如今降
價到2%至1.7%之間。此外，「我愛我家」的中介
費從2.5%降至2.0%，「中原地產」從之前的2%下
降到1.5%，而「房天下」則從1.5%下調至0.8%。
另據內地媒體報道，監管部門目前有意調控中介

費，此前已有相關部門召集中介巨頭，要求他們降
低中介費，並建議中介費實行定額制和階梯制，其
中定額制為固定中介費用須小於2%。

房產中介大降服務費促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王莉 杭州報
道）首屆中國國際茶葉博覽會昨日上午在浙
江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開幕，來自48國參展商
和1,700餘家國內外專業客商匯聚一堂。中
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當前中國已成為
全球最大的產茶國和茶葉消費市場。2016
年，中國茶園面積達287萬公頃、產量達
240多萬噸，種植規模居世界第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說，茶葉
深深融入中國人的生活，成為傳承中華文
化的重要載體。從古代的絲綢之路、茶馬
古道及茶船古道，到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
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茶穿越歷史，
跨越國界，深受世界各國人民喜愛。
此次茶葉博覽會邀請了10多個「一帶一

路」沿線重點國家茶葉組織負責人和生產經

銷企業嘉賓參加。斯里蘭卡展台前圍滿了試
喝的參觀者和有意圖進貨的經銷商，30元人
民幣一盒的各種口味的斯里蘭卡紅茶一上午
就賣出上百盒，這樣的成績讓參展商安德曼
驚喜萬分。他表示，斯里蘭卡人一天要喝五
次茶，除了一日三餐配飲茶水之外，還要喝
上午茶和下午茶。茶業可謂斯里蘭卡的支柱
產業，在過去兩年中，紅茶共創匯16.5億美

元，佔斯里蘭卡65%的出口總額，也佔斯里
蘭卡GDP總量的2%。
「最好的綠茶在中國，而最好的紅茶則

在斯里蘭卡。目前斯里蘭卡茶業界已確定
中國為錫蘭茶的潛在目標市場，我也想藉
此次博覽會，早日把我們的產品帶來中
國，讓更多的中國消費者愛上斯里蘭卡的
紅茶」。

48國客商聚杭州 參展國際茶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央視網報
道，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宣
判江蘇原省委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單位行
賄、騙購外匯一案，對被告人趙少麟以單位
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騙購外匯罪判
處有期徒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500萬
元（人民幣，下同），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
年，並處罰金1,500萬元。
經審理查明，2007年至2014年，被告人
趙少麟在充任其子趙晉實際控制的公司總顧
問期間，夥同趙晉請託他人為其公司非法經
營房地產項目提供幫助，並行賄價值
444.895萬元的財物；幫助趙晉採用偽造對
外貿易合同、虛構向境外支付費用等手段，
騙取有關機關審批文件，以騙購外匯逾
4,17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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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楊潔篪在
接受採訪時提到，主場外交是中共十八大
以來中國外交的一大亮點。中國先後舉辦
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北京會議和二十國
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今年又舉辦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確實可以說
是好戲連台。
楊潔篪指出，中國「主場外交」發展的
原因主要是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在發生
更加積極的變化。我們一貫主張大小國家
一律平等，同時，作為一個大國，應該為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發揮更大作
用，作出更大貢獻。這正是中方的真誠願
望和實際行動。
楊潔篪續指，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
的形勢下，中國一直在積極地為世界經濟
尋找出路。我們大力踐行合作共贏理念，
推動建設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着力構建開
放、創新、聯動型世界經濟，就是要為中
國發展營造更好的環境，為世界發展作出
更大貢獻，同各方共同努力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楊潔篪進一步指出，「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辦後，很多與會國家
領導人和各界與會代表都希望論壇能定期
舉辦。事實上，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後，國際上就不斷有人
提出類似的想法。一些國家領導人和高級
別官員多次向中方建議，為了更好地加強
政策協調和發展戰略對接，需要建立一個
合作平台。企業、金融機構、智庫也表達
了這種意願，以便更加高效地開展對接，
凝聚政策合力和行動合力。

「主場外交」凸顯中國與世界互動更積極

■官方數據顯示，4月70個城市中有23個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價格漲幅比上月回落，比3月份增加13
個。圖為福建省莆田市部分樓盤。 中新社

■江蘇原省委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前排左
二）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網上圖片

■國務委員楊潔篪（右）表示，
「一帶一路」是一項可以實現共
贏的事業，這項美好願景一定能
夠實現。圖為楊潔篪日前會見來
華出席「帶路」峰會的第71屆
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姆森。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