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99月月8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重  要  新  聞A9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崔竣明

中德領導人通話 一致贊同對話解決朝核
香港文匯報訊據央視新聞客戶端的消
息，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
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兩國領導人就
朝鮮半島局勢交換了看法。習近平強調，
朝鮮半島問題最終只能通過包括對話協商
在內的和平方式解決。這需要國際社會共
同努力。

習近平：需國際共同努力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德關係保持高水平
發展勢頭。中德合作的意義早已超越雙邊

範疇，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
展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默克爾表示，德方希望同中方就重大國

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保持溝通協調。兩國領
導人就朝鮮半島局勢交換了看法。
習近平強調，中方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

目標，堅定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堅定
維護東北亞和平穩定。事實一再證明，朝
鮮半島問題最終只能通過包括對話協商在
內的和平方式解決。這需要國際社會共同
努力。

默克爾：願與華加強溝通
默克爾表示，德方支持通過政治方式和

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贊同推動有關各
方重回對話談判的軌道。德方願同中方加
強溝通協調，爭取盡早找到和平解決朝核
問題的辦法。
另據環球網報道，9月7日中國外交部
長王毅和來華訪問的尼泊爾副總理兼外長
馬哈拉共見記者時表示，朝鮮再次進行核
試，嚴重違反了安理會決議，衝擊了國際

核不擴散體系。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我們
希望朝方認清形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
擇，不要再一意孤行，不要再挑戰國際社
會的共識和底線。「鑒於半島形勢出現的
新變化，中方贊同聯合國安理會作出進一
步反應，採取必要的舉措。中方將本着客
觀、公正和負責任的態度同各方進行密切
溝通。」王毅稱。

王毅：和平方向不應逆轉
「我們認為制裁施壓只是解決半島問

題的『半把鑰匙』，而另外『半把鑰
匙』則是對話談判。只有把兩者合二為
一，才能真正打開半島核問題之鎖。」
王毅表示，因此國際社會對朝鮮採取的
任何新的舉動，都應當在立足於遏阻其
核導開發的同時，有助於推動盡快地重
啟對話談判。「這兩方面的努力不能偏
廢，和平解決的方向不應逆轉，實現半
島無核化的目標不可動搖。我們期待安
理會各成員保持團結，形成共識，發出
一致的聲音。」

《巡視利劍》披露查貪秘辛
首集3落馬高官現身 蘇樹林淌淚懺悔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表示，要確保中印矛
盾不失控，本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妥善
處理分歧和問題。「從過去的事件中吸取
教訓，維護好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當日，王毅同尼泊爾副總理兼外長馬哈
拉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在回答記者關於
尼泊爾及中印關係問題的提問時，王毅表
示，前一時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
印關係確實受到損害和影響。近日，習近
平主席同莫迪總理在廈門成功舉行了雙邊
會晤。雙方應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
確保中印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維護邊境和平安寧
王毅強調，一是中印關係不脫軌。中印

發展代表着世界的未來，兩國和睦相處、
合作共贏是必然選擇，也是中印關係的正
確方向。
二是中印兩國不對抗。要增進戰略互

信，真正視對方為發展機遇和合作夥伴，
而不是繼續抱着過時觀念，把對方當成對
手和威脅。
三是中印矛盾不失控。要本着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妥善處理分歧和問題。從過去
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維護好邊境地區的和

平安寧。

擬建中尼經濟走廊
王毅表示，尼泊爾地處中、印兩個大國

之間，能夠成為連接兩大新興經濟體的橋
樑和紐帶。中印作為尼泊爾共同的鄰居，
應當有大國的胸懷和擔當，尊重尼泊爾正
當權益，支持尼泊爾獨立自主，幫助尼泊
爾發展進步。相信尼泊爾也能夠並行不悖
地發展同兩大鄰國的關係。「我們期待逐
步創造條件，探索構建中尼經濟走廊，共
同推動跨喜馬拉雅地區成為亞洲發展的新
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據
新華網報道，中共
第十九次全國代表
大會即將召開，為
方便外國媒體記者
和港澳台媒體記者
提交採訪申請，大
會開通記者報名註
冊系統（域名：
http://cpcl9reg.
zgjx.cn）。採訪申
請受理時間自9月8
日起至 9 月 25 日
止。
十九大期間將在

北京設立大會新聞
中心。新聞中心將
負責接待前來採訪
十九大的中外記
者，組織大會新聞
發佈會和記者招待
會，聯繫安排中外
記者採訪活動，並
開設十九大新聞中
心官方網站和微信
公號，為記者採訪
報道十九大提供必
要的信息服務和技
術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解放軍高層人事調整近日陸續出
爐。據解放軍報客戶端軍報記者昨日
報道顯示，此前擔任海軍政委的苗華
上將，已由軍兵種躋身中央軍委，履
新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此前，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為張陽上
將。

由「陸」轉「海」再進「中央」
報道指出，中宣部、中央軍委政治
工作部和共青團中央7日在人民大會
堂舉行陸軍第74集團軍某旅班長王銳
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中央軍委政治
工作部主任苗華，陸軍司令員韓衛
國、政治委員劉雷等參加會見。

這是苗華首次在公開報道中以上述
身份亮相。公開資料顯示，苗華現年
61歲，江蘇人，14歲參軍，早年長
期在原南京軍區工作。2010年，他
首次跨大軍區交流至蘭州軍區，先後
出任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
副政委、蘭州軍區政委等職。2014
年底，苗華跨軍兵種由「陸」轉

「海」，出任海軍政委，2015年晉
升上將。
近期，多位解放軍高級將領密集調

整。其中，陸軍原司令員李作成上將
接替房峰輝上將，出任中央軍委聯合
參謀部參謀長；中部戰區原司令員韓
衛國上將接替李作成上將，出任陸軍
司令員；北部戰區空軍原司令員丁來
杭中將，接替馬曉天上將，成為空軍
司令員；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
長馮丹宇少將任海軍副司令員。

王毅：確保中印關係不脫軌不對抗不失控

苗華接掌中央軍委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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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中央紀委執紀審查
的案件中，超過60%的線索

來自巡視。那麼巡視組如何通過巡視發現腐敗
線索，特別是和省部級大員過招呢？據片中透
露，面對當時在當地仍位高權重的高官，巡視
組一邊要堅決把線索找出來，一邊必須嚴防對
方察覺，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暗戰。特別是在天
津工作期間，為了提防武長順，專門用儀器設
備對會議室、宿舍全面掃描來排查竊聽器，開
會打開收音機，研究工作只能去河邊散步。

開大收音機防竊聽
武長順在天津深耕多年，樹大根深。面對這

個掌握特殊手段的對手，時任中央第五巡視組
正局級巡視專員、聯絡員任愛軍說，原則就是
不驚動、可控制。他介紹，在天津工作格外小
心，尤其是會議室、宿舍，專門用儀器設備進
行掃描，看有沒有安一些竊聽器；開會的時候
要把收音機打開，這樣即使對方安了竊聽器，
也能起到干擾作用；不在手機上談論工作；去
研究一些工作，只能去河邊散步。
時任中央第六巡視組正局級巡視專員、聯絡

員王海峰回憶，當時蘇樹林及其同夥高度關注
巡視組在中石化的一舉一動，「我們要了什麼
資料，看了什麼賬目，找了什麼人，他們也都
是一步一步密切關注。而且把我們每一天的情
況都跟蘇樹林報告。」王海峰說，蘇當時是福
建的省長，他密謀事情時：資料都趕緊清理，
該銷毀的銷毀，該修改的修改，統一口徑。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巡視組正好通過他們私下
的這些活動、私下的串通，更印證了問題的存
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珏 北京報道）遼寧賄選案怎樣被揭開？福建省原省長蘇

樹林在中石化有什麼「抹不平」的事？巡視組如何與省部級大員談話？這些問題

都可以從央視昨晚起播出的電視專題片《巡視利劍》中找到答案。該四集專題片反

映了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巡視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舉措、

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在反腐敗鬥爭中揮出利劍作用的不平凡征程。片中習

近平總書記多段巡視講話首次播出，十餘名中央巡視組組

長出鏡解密巡視，王珉、王三運、蘇樹林、武長順、王

保安等近20名落馬官員懺悔，展現了巡視全覆蓋的強烈

震懾。

巡視組與高官過招：
嚴防反查儼如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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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播出的開篇《利劍高懸》中，
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珉、福建省原

省長蘇樹林、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長武
長順三名因巡視發現問題線索被查處
的高官現身，表達對自身行為的懺
悔，這是蘇樹林自落馬後首次出鏡，
流下了淚水。

王珉沒敢收錢縱容賄選
遼寧拉票賄選案發生在王珉主政期
間。王珉到遼寧工作後，認為是最後
一個崗位，不想去得罪人，盡力維持
一團和氣。省委書記的態度，使得當
地拉票賄選變得全無顧忌，送錢送物
幾乎都是半公開狀態。遼寧省原政法
委書記蘇宏章曾到王珉辦公室，當面
送上裝有30萬美元的小黑包。雖然王
珉沒敢收錢，但對於這種當面巨款賄
選行為，不僅不批評，還繼續把他作
為候選人上報。除了默許縱容，王珉
還親自出面替數名企業老闆打招呼，
幫助他們獲得提名。
一把手不維護甚至帶頭破壞選舉公
正威嚴，拉票賄選行為像瘟疫一樣惡
性蔓延。
已頭髮花白的蘇樹林坦陳了他被查
時的心情：「我反應感覺很突然，也
感覺不突然。感覺很突然，就是我沒
有想過會對我採取組織措施，不突然
就是我有問題。」片中透露，蘇樹林
除通過項目牟利，還把國有的石油企
業當作可以隨意取用的私人銀行。下
屬企業為他定製高級服裝、出資購物
達數百萬元，他安心接受；私人各種

花銷也都在中石化報銷，即使
到福建任職後依然如此。對於
自己的墮落，蘇樹林深感悔
恨。
1994年他剛當大慶採油

四廠廠長及2014
年在反腐風暴中
風 雨 飄 搖
時，他母親
都教育他
「乾乾淨淨、清清
白白」，回憶起慈
母的教誨，身陷囹
圄的蘇樹林說：
「正好20年，無言以對。」

武長順反偵查手段強
而人稱「武爺」的武長順，作為公

安局長，有着很強的反偵查意識。片
中透露，他多年來不斷成立、註銷各
種公司，頻繁變換股權，試圖讓公司
背景變得難以追查。不少代持人甚至
對自己名下公司的情況一無所知，能
得到武長順信任幫助他打理的核心團
隊不到十人，由親屬和親信組成，每
周武長順會召集他們到家中，聽取匯
報、作出指示。武長順還給他們配備
了專用聯繫手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
銷毀換號。他的特殊職務，也令舉報
人生畏。巡視期間，有一知情人想反
映問題，卻不敢在天津地界露面，而
是跑去中紀委辦公室和巡視組見面，
並把帶的兩部手機的電池全摳下來才
放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專題片透露，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巡視
工作，關於巡視講話先後有23次，還有
50多次關於巡視工作的批示和指示，形成
了中國特色的巡視工作的理論體系。片中
還播放了習近平的多段珍貴巡視講話，揭
示了巡視利劍鋒從何出、威力倍增的力量
之源。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把巡視工作擺上

更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政
治局常委會會議先後23次研究巡視工

作，確立巡視工作方針，決定實行一屆任
期巡視全覆蓋。習近平總書記每次都詳細
審閱巡視報告，發表重要講話，全面系統
闡述巡視任務，對發現的問題有針對性地
評判，對落實整改責任、運用巡視成果作
出指示，為巡視工作在堅持中深化指明了
方向。
十八屆中共中央開展了12輪巡視，共

巡視277個黨組織，對16個省區市進行了
「回頭看」，對4個中央單位開展了機動
式巡視，兌現了全覆蓋的政治承諾。

習近平高度重視巡視 批示50次

■■《《巡視利劍巡視利劍》》昨晚播出昨晚播出，，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珉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珉
（（左下左下）、）、福建省原省長蘇樹林福建省原省長蘇樹林（（右下右下）、）、天津天津
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三名因巡視發現問題線索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三名因巡視發現問題線索
被查處的高官現身懺悔被查處的高官現身懺悔。。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片中播出中央巡視組處理受訪信訪、接聽民
眾舉報電話畫面。 視頻截圖

■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昨
日在北京同
尼泊爾副總
理兼外長馬
哈拉舉行會
談。

中新社

■解放軍海軍政委苗華
已履新中央軍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