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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設金融穩定發展委 提升監管層級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15
日在北京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服
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
革，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迴圈健康發
展。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金融發展面
臨新形勢的重要關口，這次會議決定設
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人民
日報》就此採訪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了
解讀。

主動防範風險 完善應急機制
「這次會議是在全球經濟增長趨緩、
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召開的，
具有重要意義，將對我國金融業改革、
發展和穩定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人民
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

表示，近年來，中國金融業取得了長足
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也積聚了一定問
題和風險，需要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認真加以研究解決。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次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防止發生
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
題。要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範，早識
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着力防
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着力完善金融安
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
「當前我國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金
融風險隱患仍不容忽視。」交通銀行金
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仇高擎表示，此
次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防範和化解金融風

險，有利於進一步完善、深化前期金融
風險綜合治理的各項舉措，切實守住不
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維護國家
金融安全和穩定。

統一協調機構 防止九龍治水
這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
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
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
董希淼認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
展委員會，是此次會議的重要成果之
一。與原有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
議相比，委員會的職能完整，層級更
高，金融監管協調將會是其重要的工作
之一。同時，人民銀行在宏觀審慎管理
和系統性風險防範方面的職責得到強

化。通過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加強和提
升，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優化金融
風險監管覆蓋方式，以更好地應對金融
機構在綜合化經營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
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防
範引發全面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系統
性風險。
「有了統一的協調機構，可以有效防
止九龍治水、各自為戰的局面，防止監
管不足或監管過度，有力有效有序地引
導資本服務實體經濟，從而借助金融支
持來實現中國夢。」南開大學金融發展
研究院教授田利輝說。

放寬市場准入 加強跨境監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全球經濟的

關聯度愈加緊密。隨着「走出去」戰
略的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推
進，金融對接國家戰略加強服務的意
識也愈顯強烈。此次金融工作會議對
金融如何助力深化改革開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董希淼認為，在擴大開放方面，中國
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加快同有關
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積極
支持資本市場「走出去」，擴大金融機
構雙向開放，鼓勵境內機構在境外設立
分支機構，為境外金融機構在華設立分
支機構提供發展空間。同時，逐步放寬
市場准入，擴大投資範圍，加大企業境
內外融資支持力度，加強跨境監管協
作，便利符合條件的企業赴境外上市。

廣島辦南京大屠殺史實展
近 20 年首次 日原參議員出席 促團結和平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 80 周年。據《現代快報》報
道，由江蘇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與廣島南京大屠殺展主辦委員會聯合舉辦、名為
「被封存的記憶 不再讓南京悲劇重演」的展覽 15 日在日本廣島市中心的舊日本銀行
廣島支店開幕，展出 50 多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史料和實物。這是近 20 年來廣
島首次舉辦南京大屠殺史實展，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方參與在廣島舉辦南京大屠
殺史實展。日本原參議員栗原君子也來到現場支持，促團結更多和平力量。

■現場展出 50 多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上圖為倖存者李秀英的女
兒陸玲指着母親照片講述有關經歷。右圖為倖存者陳桂香。 網上圖片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
1937城，在隨後的一個多月裡，血腥屠

殺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與放下武器的士兵，製造
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多年來，由於日本右
翼分子的錯誤宣傳，很多日本民眾並不了解這段
侵略歷史，而更多地關心他們自己受害的歷史。

展50多件史料 讓日人認清史實
為了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段歷史，南京民間
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率團趕赴廣島，與日
本當地友好團體一起舉行「被封存的記憶 不再
讓南京悲劇重演」展覽，展出與南京大屠殺有關
的圖片、史料和實物共50多件展品。
展覽的開幕式由廣島南京大屠殺展主辦委員會
負責人由木榮司主持，在介紹完日方和中方到場
嘉賓後，由木榮司宣佈，全場起立，為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默哀一分鐘。吳先斌在發言中提到，雖
然這次展覽規模不大，但這是近20年來廣島第一
次舉行南京大屠殺史實展，也是中國人第一次來
做的展覽。

展方：記住原爆地與大屠殺悲劇
「舉行這場展覽的目的是為了和平，我們要告
訴廣島的市民，你們記住廣島悲劇的同時，不要

■ 「 被封存的記憶 不再讓南京悲劇重
演」展覽吸引日本民眾參觀
展覽吸引日本民眾參觀。
。 網上圖片

忘記南京的悲劇，因為記憶是不可分割的，不能 南京人民的疼痛。
開幕式上，日本原參議員栗原君子也來到現
選擇性記憶。背叛歷史會重新招來災難。」吳先
斌說，希望廣島市民把自己的災難告訴子孫的同 場。她說，這次展覽特別重要，他們從一年前就
時，也能告訴我們的災難，認定這是人類的災 開始準備了。「廣島的原爆受害者和南京大屠殺
倖存者年齡都大了，我們應該團結更多的和平力
難，才能有最終的和平。
在眾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片中，有一張圖片 量，一起作出努力。」這次展覽將持續到 7 月 23
是一位女性躺在病床上的情形，這就是南京大屠 日。她希望更多日本人來看這個展覽，也希望這
殺倖存者李秀英，當年被救下後，她躺在南京鼓 樣的民間交流活動越來越多。
樓醫院的病床上，照片
是美國人約翰．馬吉拍
攝的。
站在這張照片前，李
秀英的女兒陸玲向廣島
的市民講述了母親當年
的遭遇。在展覽開幕式
上，陸玲就提到這次來
廣島的目的，就是為母
親繼續說那段慘痛的歷
史。
當天上午的展覽，大
約有 100 人參加。由木
榮司說，自己痛不能忘
記別人的痛，尤其是日 ■日本原參議員栗原君子（前左）與在場嘉賓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一
本作為加害國，造成了 分鐘。
網上圖片

政論專題片《將改革進行到底》今開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為迎接中國共
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深入反
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和重大突破，十集大型政
論專題片《將改革進行到底》今日（17 日）起在
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CCTV-1）20 時首播，連
播10天，每天一集。央視財經頻道、中文國際頻
道、新聞頻道和部分省級衛視次日重播，央視
網、「央視新聞」新媒體平台及中央主要媒體所
屬新聞網站、「兩微一端」和主要商業網站上線
播出。

該片突出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
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高瞻遠
矚、直面難題、勇於擔當，統籌推進「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
局，帶領全體中國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奮
進，開啟並扎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實
踐、非凡歷程。
該片充分反映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定決心、高度智慧和輝煌成
就；充分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戰略中，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

觀點、新論斷；充分反映了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
中央部署、頂層設計、基層實踐。

展示改革給民眾的獲得感
該片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論、體制機
制和實踐成果，展示了各領域改革取得的重大成
果、關鍵突破，展示了各地方各部門推進改革落
地、見效的積極作為，展示了改革背後的故事和
攻堅克難的歷程，展示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創
新、奮鬥，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
的獲得感。

遼寧艦抵青島 完成跨區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圓滿完成跨區
機動訓練任務和赴香港參加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
年慶祝活動的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昨日返回山
東青島某航母軍港。
遼寧艦航母編隊 6 月 25 日從青島某航母軍港起
航，歷時22天，先後航經渤海、黃海、東海、南
海等海域，總航程 4,600 多海里。跨區機動訓練

期間，編隊圍繞作戰效能、短板問題，展開岸、
海、空、潛攻防聯合訓練，連續轉移多個海區，
連續轉換訓練內容，連續轉變訓練對手，完成了
多型艦載機艦基課目、實戰背景下的編隊協同、
編隊指揮所訓練等內容，加強了官兵的作戰素
養，錘煉了機構的指揮能力，檢驗了相關的訓法
戰法，取得了良好的整體訓練效果。

編隊於7月7日至11日停靠香港，累計5萬餘人
次香港市民參觀了航母遼寧艦和銀川艦、濟南
艦、煙台艦 3 艘屬艦。 這是海軍航母編隊第一次
停靠香港，是航母遼寧艦第一次面向公眾開放，
也是艦載戰鬥機第一次集中展示，在香港掀起了
「海軍熱」、「航母熱」，進一步激發了香港同
胞愛國愛港的熱情，凝聚和振奮了民族精神。

日軍家書揭殺戮暴行：
3 萬屍體直接扔長江
南京民間抗日
戰爭博物館館長
吳先斌從南京帶往廣島的 5 組共
13 件展品中，有一件是參加過南
京大屠殺的一名日本兵寫給家人
的信，記錄日軍在長江邊殺戮 3
萬人的暴行。
「這是 2004 年我來日本舉辦
展覽時，一位叫倉橋正直的日本
學者送給我的。」吳先斌說，倉
橋正直在偶然的機會接觸到這些
信，一共 9 封，是一名叫中島良
藏的日本兵寫給名古屋的家人
的，其中第 9 封信中，提到在南
京俘虜約 3 萬人，每日用槍射擊
或者刺刀捅這些受害者，殺後丟
進長江。由於他戰死信件沒有寄
出，日本戰敗後由其他日本兵將
信件帶回日本。「信在回到日本



時沒有接受進一步審查，所以都
是保留了信件內容的原文。」
吳先斌還帶了一面舊日本旗參
加展覽。吳先斌共收藏了 3 面攻
打過南京的日本兵的旗子，這面
是 2016 年 11 月從一位日本收藏
家手中購得。旗子主人是參加侵
華戰爭的日本士兵，從旗子上可
以看出，這名日本兵是昭和十二
年、也就是 1937 年 10 月 27 日從
大阪港出發，11月20日在上海登
陸，隨着戰爭的繼續，他陸續經
過龍華鎮、松江、金山、湖州、
長興、溧陽、溧水。日軍在 12 月
10 日對南京發起總攻，這名日本
兵參加了12月11日的南京總攻。
旗子上還清楚記錄着12月13日南
京陷落，這名日本兵是在12月14
日入南京城的。 ■《現代快報》

星洲塌橋致華工傷亡
華使館促查明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微信公眾號
「領事直通車」16 日消息，當地
時間 14 日凌晨，新加坡樟宜東路
上段到泛島快速公路（PIE）入
口處，一個正在施工中的高架橋
部分結構坍塌，造成 1 名中國工
人死亡，多人受傷（含中國工人
3 名）。目前 2 名傷者已經出院，
1 名仍在醫院救治，無生命危

險。
事故發生後，中國駐新加坡使
館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向新方了
解核實情況，要求全力救治傷
員，盡快查明原因，保障中國公
民合法權益。同時，與當事人所
在公司和家屬取得聯繫，派員到
醫院看望慰問傷者，提供協助並
請醫院全力救治。

雅萬高鐵隧道開工
預計一年內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由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
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瓦利
尼隧道工程的開工儀式 15 日在西
爪哇省瓦利尼舉行，印尼國有企

業部長麗妮．蘇馬爾諾出席。
瓦利尼隧道位於雅萬高鐵設計
線路的 95 公里至 96 公里段，全
長 608 米，是單洞雙線隧道，預
計在一年內修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