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品牌集體亮相迪拜時裝周

安聯獲首張外資控股保險牌照
銀保監會加大對外開放力度 多項外資機構准入申請獲批

福建實洩碳九69.1噸 七責任人被批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銀保監會昨日

公佈，德國安聯保險集團獲批籌建安聯（中國）保險控股有

限公司，這將是內地首家外資保險控股集團公司。銀保監會

還稱，近期已批准香港集友銀行有限公司籌建深圳分行、大

韓再保險公司籌建分公司等十餘項外資銀行、保險機構的市

場准入申請，下一步將在持續提升風險防範水平和監管能力

的基礎上穩步擴大對外開放。專家表示，時近年終，監管機

構加速放行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落實今年政府作出的金融業

開放承諾，在中國改革開放開啟新階段之際，將增強外資佈

局中國的信心。

獲批的外資金融機構（部分）
■德國安聯保險集團
籌建安聯（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首家外資保險控股集團公司

■香港集友銀行
籌建深圳分行

■美國運通
設立合資公司連通（杭州）技術服務有
限公司，首家合資銀行卡清算機構

■台資銀行富邦華一銀行

籌建重慶分行

■工銀安盛人壽保險

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家
合資保險資管公司

■大韓再保險公司

籌建分公司

■匯豐人壽

籌建深圳分公司

■法國教育健康互相保險公司

設立北京代表處

■葡萄牙忠誠保險
設立北京代表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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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中國改革開放經驗可與他國分享 江西原副省長李貽煌
被控挪用公款逾1.47億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阿聯
酋迪拜舉行的2019春夏迪拜時裝周吸引了
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時尚品牌、知名和
新銳設計師。在28場時裝秀中，中國原創
服裝品牌幾乎佔去一半，堪稱本屆時裝周
的最大亮點。
「我在設計中比較喜歡使用多層次的灰

色色調和不同質感的面料，整體上展現一
種東方美學意境。希望能以時裝為載體，
把我們的文化精神表達出來，傳遞出
去。」中國原創品牌威婭紀首席設計師魏
鴻浩告訴記者，通過中國跨境電商平台，
他設計的服裝在海灣地區銷量穩步上升。
阿拉伯時尚協會創始人雅各布．阿布里

安說，大量來自中國的時裝品牌現身本屆
時裝周，是阿拉伯時尚界認識和了解中國
設計、品牌的一個好機會。「我和現場觀
眾很驚訝於中國品牌所展示的質量和水
準。中國有雄厚的時裝產業基礎和專業人
才儲備，阿拉伯世界的服裝和時尚產業發
展離不開中國的支持與合作。」
作為馳名中東的跨境移動電商及本屆

時裝周獨家在線銷售合作夥伴，中國浙
江執御公司依託移動互聯網技術，為當
地客戶帶來了嶄新體驗。消費者通過掃
描二維碼，實現線上線下「即秀即
買」，並可與設計師直接互動，提升消
費感受。

浙江執御公司執行總裁丁偉表示，希望
借助中國原創設計師日漸擴大的影響力、
國內完整而多樣的產業供應鏈條，以及世
界領先的互聯網技術，「為阿拉伯地區的
時尚產業、移動互聯網生態賦能」。
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主席張慶輝說，迪

拜時裝周促進了中阿兩地設計師、服裝企
業以及電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流，相
信迪拜時裝周將為中阿在時尚產業的長期
合作奠定良好開端。
據悉，為期8天的迪拜時裝周還將舉行
中阿時尚論壇、服裝面料展等系列活動，
預計將吸引中東知名零售商以及全球時尚
界人士超過2萬人。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
長、聯合國前秘書長
潘基文日前在首爾接

受採訪時表示，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
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難以用言語描述，中
國的發展經驗值得與其他國家分享。
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比

重不到2%，而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潘基文認為，中國取得了
「令人難以相信的巨大進步」。
「這主要得益於中國領導層的銳意改革

和高瞻遠矚，這樣的斐然成績值得中國和
中國人民驕傲，」他說，「中國在經濟社
會發展方面取得的經驗可以與其他國家分
享。」

實現絕大多數人口脫貧
潘基文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

得的最突出成就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
實現了絕大多數人口脫貧。聯合國提供的

數據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
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實現聯合
國千年發展目標。

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
潘基文說，中國在脫貧方面作出了傑出

努力，「可以說是中國幫助聯合國實現了

這一重要的發展目標」。
潘基文說，中國正在為到2020年消除絕

對貧困這一目標而奮鬥，這會是驚人的成
就，不僅對中國，對世界也意義非凡。憑
藉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取得了這樣舉世矚
目的成果，向其他國家傳遞出發展的希
望。

「另一方面是中國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
色越來越重要，」他說，「中國已經成為
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在派遣維
和力量、在全球執行維和任務上發揮了積
極作用。」
「同時感謝中國對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

給予的支持，如今隨着亞投行的建立、
『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國可以發揮
更大的作用。這也符合國際社會的期
待。」
潘基文表示，在他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

間，中國在致力解決諸如氣候變化、社會
發展等全球性問題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中国在這些問題上兌現了承諾。
如果沒有中國的作用，（聯合國）很多事
情無法完成，包括推進可持續發展。」

「我們應該同舟共濟，攜手前進，在面
對氣候變化、實現發展目標等課題上，沒
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潘基文說。

■新華社

■■安聯集團柏林總部安聯集團柏林總部。。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銀保監會在批覆文件中要求，德國安聯
保險集團成立籌備組，自11月23日

接到批覆之日起1年內完成籌建工作，籌
建期內不得從事任何業務經營活動，籌建
完畢及時上報開業申請。在銀保監會驗收
合格並下達開業批覆後，再到工商部門註
冊登記。

100%外資保險控股公司
德國安聯保險表示，籌建中的安聯（中
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是100%外資全資
的保險控股公司，將幫助安聯集團在中國
內地擴大投資和佈局，註冊地在上海，預
計2019年正式成立。
作為世界知名保險和金融集團，德國安

聯保險於2003年就在中國成立外商獨資法
人保險公司——安聯財險，今年7月京東
入股安聯財險，持股30%成第二大股東。
保險業作為內地最早開放的金融領域，
在加入WTO前，美國友邦保險就獲准成

立獨資保險公司。此次德國
安聯則拿到內地首張外資保
險集團牌照。中國社科院金
融所研究員曾剛表示，在這
一輪金融業對外開放中，保
險業開放仍走在前列，放開
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的經營範
圍，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
而且這也是內地第一次允許
外資成立金融控股集團公
司，開放步伐很大。

將有更多開放措施落地
今年，內地高層多次表態加快金融業對

外開放，並列出時間表和路線圖。中美兩
國首腦4月亦達成經貿合作的「百日計
劃」，其中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領域。近
期金融開放取得多個突破性進展，監管機
構批准美國運通成立內地首家合資銀行卡

清算機構，允許德國安聯設立首個保險控
股集團等，並加速批准外資機構准入、放
寬外資經營範圍等。
曾剛表示，內地正在落實金融業對外開

放的承諾，年底之前還將有更多開放措施
落地。當前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一個關
鍵時點，大幅推進金融業開放，既是有主
動應對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積
極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現實考慮，也符

合中國邁向高質量發展、構建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自身要求，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中國
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從放寬金融
服務業的市場准入條件到持續推進國內金
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再到加
快資本市場改革着力吸引全球投資者參
與，通過一系列對外開放舉措加快雙向開
放，對優化境內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起到
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安徽省
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一審公開開庭審
理了江西省原副省長李貽煌受賄、貪污、
挪用公款、國有企業人員濫用職權一案。
安慶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李
貽煌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安慶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2004年

至2017年，李貽煌利用擔任江西銅業集
團公司總經理、董事長，江西銅業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江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
人在合作經營、股權轉讓、工程承攬和職
務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他
人，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
物，共計折合人民幣5,119萬餘元。2011
年至2014年，李貽煌利用擔任江西銅業
集團公司總經理、董事長，江西銅業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的職務便利，指
使下屬採取虛列賬目等手段，非法佔有公
共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268萬餘元。

當庭認罪悔罪
據指控，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李

貽煌利用擔任江西省副省長的職務便利，
指使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有關人員，挪
用公款共計人民幣1.473億餘元供其親屬
進行營利活動。2008年，在江西銅業集
團公司收購江西省銀珠山銀礦探礦權期
間，李貽煌時任江西銅業集團公司董事
長，違反相關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在
明知銀珠山銀礦探礦權價值被高估的情況
下決定收購該探礦權，造成國有資產損失
人民幣2,087萬餘元。
綜上，公訴機關認為依法應當以受賄

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國有企業人員
濫用職權罪追究李貽煌的刑事責任。庭審
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李貽煌及
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主
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李貽煌還進行了最
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最後法庭
宣佈休庭，擇期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
道）昨日下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就泉港
區11月4日凌晨發生的碳九洩漏召開新聞
發佈會。泉州市市長王永禮通報稱，泉港
化學品洩漏事故主要是企業生產管理責任
不落實引發，調查組調查認定該宗事故洩
漏裂解碳九69.1噸，先後有69名群眾送院
救治，公安機關以涉嫌「重大責任事故
罪」，批捕東港石化公司法人代表黃某仁
在內的7名直接責任人員，一批公職人員受

處分追責。
距離11月4日泉港碳九洩漏事故21天
後，泉州市政府昨日正式召開新聞發佈
會。此前東港石化向泉港相關部門反饋的
「輸油管法蘭片老化導致洩漏」的說法，
被證實為惡意瞞報事故原因。王永禮通報
稱，該宗事故實為「碼頭吊機長期處於故
障狀態下，操作員違規操作」，「軟管被
強大拉力拉裂」，導致裂解碳九外洩69.1
噸。該數據與此前泉港區根據東港石化申

報的6.97噸洩漏量存在較大出入。
王永禮稱，事故現場值守巡查不到位、

設備故障未及時修復，以及故意將軟管破
裂報告成法蘭墊片老化破損，是一起「企
業生產管理責任不落實引發的事故」。對
於今次通報洩漏化學品與此前出入較大的
情況，王永禮解釋稱，「東港石化公司一
開始就刻意隱瞞事實、惡意串通、偽造證
據、瞞報數量，性質十分惡劣」。
王永禮亦通報稱，事故發生後，先後接

治南埔鎮、後龍鎮等沿海一帶接觸洩漏裂
解碳九的群眾69名，其中留院觀察11名。
10日以後未新增留院觀察患者，12日以後
未新增門診患者，至16日，以上接觸患者
全部出院。
王永禮通報稱，調查組認定，東港石化

公司、「天桐1號」油輪公司無視有關法律
法規規定，沒有履行企業安全生產的主體
責任，是造成事故發生的主要責任、直接
責任單位。

■11月24日，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2019
春夏迪拜時裝周上，一名模特展示中國品牌
的服飾。 新華社

■■1111月月2222日日，，潘基文在國潘基文在國
際展望大會際展望大會（（杭州杭州20182018））
上發表演講上發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江西省原副省長李貽煌一審開庭受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