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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全面盤點辦公用房用車

中美合作和互利共贏主流不應變
建交40周年對話會 駐美大使崔天凱談兩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於8日在美

國舉辦的中美建交40周年對話會上，與美國前副國務卿伯恩斯就

中美關係、經貿問題及人文進行交流。崔天凱表示，中美建交40

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兩國關係「合作和互利共贏」的主流不

應改變。

■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
（左）近日
應邀與美國
前副國務卿
伯恩斯就中
美關係展開
對話交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機關事務管理局近日下發通知，組織開
展去年年度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
決算報告編報工作。
通知要求，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各
單位組織機關本級和所屬各級財務獨立
核算單位全面清倉盤點，核實去年年度
辦公用房、公務用車、設備和傢具存量

情況，統計資產配置和處置、對外投資
及相關權益、資產出租出借和閒置情
況，填報資產決算明細表，生成匯總表
後逐級上報。
通知指出，涉及機構改革的部門，已

完成資產劃轉的，由劃轉後的單位報送
資產年報。未完成資產劃轉的，如果擬
劃轉資產範圍清晰無疑議，由接收方報

送；如果擬劃轉資產範圍不清晰，經協
商一致，可由劃出方報送。資產劃出方
和接收方應當充分溝通，確保不重不
漏。資產決算報告主體應與財務決算報
告主體一致。
通知明確指出，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

將於4月上旬組織對各部門、各單位上
報的資產決算材料進行集中會審，反饋

問題並提出修改建議。
5月15日前，將對各部門、各單位資

產決算匯總報告提出審核意見，並批覆
部門本級資產決算報告。
各部門、各單位依據國家機關事務管

理局審核意見，於5月31日前批覆有關
系統所屬其他財務獨立核算單位資產決
算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有德國媒體近日
報道稱，大量中國間諜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活
動。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於9日就此表示，該報

道毫無根據，並敦促有關方面公正看待中國和中
歐的關係，不要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中方發言人表示，對此類捕風捉影的報道深感

震驚。中方一貫尊重各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
政。我們高度重視歐盟和中歐關係，始終致力於
維護和促進中歐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中國間諜在比利時活動？
中方：報道毫無根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一艘載有11名
中國遊客的快艇於9日下午在泰國布吉海域與一
艘停泊油輪相撞，導致11名中國遊客和兩名船員
受傷，無人死亡。
有六人出院或無須住院治療，其餘五人住院觀

察，個別需要繼續治療。
中國駐布吉領辦負責人第一時間趕赴兩所醫院

看望傷者，同時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門盡快調查
事故原因。
據悉，來自浙江省杭州的該11名遊客是以自由

行的方式到布吉島旅遊。

世界事務理事會西密西根分會於8
日在大湍城舉辦中美建交40周年

對話會。崔天凱應邀與美國前副國務卿
伯恩斯就中美關係、經貿問題及人文交
流等對話交流，並回答在場嘉賓提問。
來自美國政、商、學、媒體等各界人士
出席，共計約500人。
崔天凱說，今年是中美建交 40周

年，中美建交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步，這
絕非偶然。過去40年，兩國關係的主
流始終是「合作和互利共贏」。40年
來，中美兩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兩國
關係的主流不應改變。

良性競爭 平穩經貿
崔天凱指出，中美之間存在分歧是正
常的，但重要的是雙方增進相互了解和

理解，正確判斷對方的戰略意圖。「競
爭」在國家關係中普遍存在，不是一個
壞詞。但現在有人將競爭解讀為零和遊
戲、勝者通吃，乃至預定贏家，此類想
法對中美關係傷害很大，應當堅決摒
棄。
崔天凱表示，中美社會各界期待可預

測、平穩的經貿關係，尤其是工商界。
中美雙方工作團隊正就經貿問題密集磋
商，應該對雙方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保
持信心。只要雙方堅持彼此關切，總能
夠找到妥善的解決辦法。

科創交流 利好美企
崔天凱強調，在高科技領域，只有

相互學習借鑒才能實現更大發展；
「關起門來」、人為設置障礙不利於

科技進步。中國能取得現在的發展成
就，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
不是靠從別人那裡竊取，或強制別人
轉移技術。
在創新領域，美方應以開放的心態同

中方加強交流，這有利於美國企業進一
步打開中國市場。
談及中美教育合作，崔天凱說，留學

生是溝通兩國的重要橋樑，有利於增進
兩國人民相互了解。隨着兩國青年一代

的成長，中美之間的很多問題將更容易
解決，因為新一代會更加開放和包容，
能更好地溝通和理解對方。
活動主辦方負責人范典仁說，此次活

動是時隔十多年後再次邀請中國駐美大
使出席類似活動。
密西根西部地區有不少企業在中國投

資設廠，他們十分關心美中經貿關係，
這也是今年的活動主題聚焦中國的原因
之一。

泰國布吉快艇撞船
11名中國遊客受傷

黔高速連環事故
已致2死50餘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9日晚上八時
左右，因雨後氣溫驟降、低溫凝凍導致路面濕
滑，思劍高速貴州銅仁石阡段（石阡往鎮遠方
向）上行75至76公里處，以及安江高速石阡段
（銅仁往石阡方向）上行27至28公里處，連續發
生兩起多車連環追尾事故。
事故車輛多達100餘輛；已致兩人死亡，50餘

人受傷，其中重傷10人。
據悉，現場救援已結束，交通恢復正常。從昨
日下午起，當地政府安排陸續送回滯留在貴州石
阡縣的200多名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於8日在美

國舉辦的中美建交40周年對話會上，與美國前副國務卿伯恩斯就

中美關係、經貿問題及人文進行交流。崔天凱表示，中美建交40

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兩國關係「合作和互利共贏」的主流不

應改變。

冰塊融化遷徙陸地覓食 襲擊居民

德國納粹魔頭希特勒的5幅畫作
和一批遺物前日在紐倫堡拍賣，
事件引起公憤，加上拍賣行捲入
贗品風波，令不少潛在買家卻
步，5幅畫作最終均未能成交。
該5幅畫的底價介乎1.9萬至4.5
萬歐元(約17萬至40萬港元)，包括
一幅山水風景畫，全部均未能成
交，一張編織了納粹標誌的藤椅

亦無法拍出，但相信希特勒曾擁
有的一塊桌布和一個麥森花瓶，
則分別以630歐元(約5,600港元)和
5,500歐元(約4.9萬港元)成交。
負責今次拍賣會的魏德勒拍賣

行，未有解釋拍賣品乏人問津的
原因，但表示稍後會再拍賣這批
畫作。

■綜合報道

蘋果公司計劃在澳洲墨爾本聯邦廣場開
設旗艦店，為此將需拆卸廣場內極具建築特
色的亞拉大樓。當地居民認為旗艦店建成
後，與附近建築物格格不入，亦令廣場變得
商業化，因此強烈反對計劃，並發起眾籌，
希望籌集4,000萬澳元(約2.2億港元)收購亞
拉大樓，避免它被拆卸。
聯邦廣場自2002年起啟用，設有維多利
亞國立美術館和澳洲動態影像中心，亞拉大
樓興建時，亦採取與這些展館相近的建築設
計，主要租戶為原住民遺產基金會。

維多利亞省政府前年12月准許蘋果旗艦
店進駐聯邦廣場，租約為期21年。維省文
化遺產局兩周前就此展開公眾諮詢，收到逾
2,000份意見書，大多反對蘋果開店，局方
將於周三舉行聽證會，討論當局提交的發展
方案。
雖然蘋果已多次修改旗艦店的建築設

計，希望更配合附近建築物特色，但反對團
體「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廣場」表示，旗艦
店只會令聯邦廣場淪為蘋果的附屬大堂，居
民希望保留公共空間。 ■綜合報道

美國一批反對鴉片類藥物的示威者，前
日聚集在紐約古根漢博物館抗議，不滿館方
收取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生產商Pur-
due的捐款，並將館內的藝術教育中心，以
擁有藥廠的薩克勒家族命名，要求館方拒絕
接受對方捐款。
示威者聚集在博物館各樓層，向中庭拋
出假藥樽及數以千計假處方，並展示印有
「取下他們(薩克勒家族)的名字」的橫額，
部分示威者則躺在地板上裝死，諷刺奧施康
定引發美國鴉片危機，奪去不少人性命。

鴉片類藥物日奪200命
示威由美國攝影師戈爾丁發起，她曾因

獲處方過量奧施康定而幾乎喪命，近年致力
推動英美藝術及學術機構停止收取薩克勒家
族捐款。她強調，今次行動是要求博物館與
薩克勒家族劃清界線，不再接受對方捐款，
並將「薩克勒」從其藝術教育中心名字中刪

除，若博物館拒絕，就代表館方助紂為虐，
漠視鴉片類藥物氾濫問題。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數據顯示，美

國每年有超過7.2萬人死於服藥過量，相當
於每日約200人，當中4.9萬宗涉及奧施康
定等鴉片類藥物。Purdue過去曾因隱瞞奧
施康定的安全風險，多次捲入訴訟。

■綜合報道

英國白金漢宮前日宣佈，上月駕車時發
生交通意外的菲臘親王，決定交還駕駛執
照，不再駕車。執法部門在事故發生後展開
調查，了解是否需就事件提出檢控，皇家檢
察署(CPS)指出，審視案件時會將菲臘親王
放棄駕照列入考慮因素。
白金漢宮發表聲明指出，97歲的菲臘親

王經慎重考慮後，自願放棄繼續駕車。諾福
克郡警方證實，已收到菲臘親王交還的駕
照，會將駕照交給司機和車輛執照管理局

(DVLA)處理，並已將該宗交通事故的調查
文件轉交CPS跟進。
菲臘親王上月17日駕駛其越野路華多用

途車，從桑德林漢姆官邸出發，轉入公路時
與一輛私家車相撞，他未有受傷，另一輛車
上的女司機膝部割傷，女乘客則手腕骨折。
菲臘親王事後向受傷女乘客發信道歉，承認
因陽光刺眼未能看清路面情況，引致意外。
在事發後兩日，他再因駕車時未扣上安全
帶，遭警員警告。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拒絕蘋果開店 澳人眾籌救地標

收「鴉片家族」捐款
美古根漢博物館爆示威

炒車惹爭議 菲臘親王棄車牌希魔5畫作拍賣「無人吼」

北極熊一向在冰塊上棲身，但全球暖
化導致冰塊融化，部分北極熊被迫

遷徙至陸地覓食。新地島約有3,000名居
民，當地官員米納耶夫指出，自去年12
月起，已有52隻北極熊入侵新地島南部
城鎮別盧沙古巴，鎮上長期有6至10隻
北極熊棲息，部分更展現「攻擊行
為」，令居民感到恐慌，甚至不敢離開
家門，家長亦不敢帶孩子上學。

車輛狗隻嚇不走
當地官員稱，他們嘗試出動車輛或利

用狗隻嚇退北極熊，但毫無作用。聯邦
政府環境資源部門拒絕批出許可證，射
殺有攻擊性的北極熊。聯邦及地方政府
官員已成立工作小組，在評估情況後決
定採取什麼應對措施，若所有措施均無
效，射殺北極熊是唯一解決辦法。

謝韋爾佐夫生態及進化學院研究主任
莫爾德溫采夫表示，相信北極熊入侵，
與季節性遷移及鎮上廚餘吸引北極熊有
關。莫爾德溫采夫指出，與早年比較，
新地島南面的冰層面積大幅減少，因而
驅使北極熊向北遷徙，前往冰層較厚的
地區，並於途經別盧沙古巴時被廚餘吸
引停留。

■綜合報道

俄羅斯北極圈島嶼新地島近日被數十隻北

極熊入侵，部分北極熊更襲擊居民及闖入民

居。由於北極熊屬瀕危動物，當局禁止獵

殺，居民均束手無策。當地政府宣佈進入緊

急狀態，要求莫斯科政府協助，有關部門將

派出小組前往

調查，不排除

放寬限制，准

許居民射殺北

極熊。

俄數十北極熊「奪島」
恐遭射殺

■■希特勒希特勒55幅畫作幅畫作、、
藤椅及花瓶藤椅及花瓶。。法新社法新社

■■示威人士拉起示威人士拉起
橫額橫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極熊闖入民居北極熊闖入民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