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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國家主席習近平19日在人民大會堂同烏茲別克總統卡
里莫夫舉行會談，兩國元首決定，繼續相互堅定支援，深化合
作，攜手共建平等互利、安危與共、合作共贏的中烏戰略夥伴關
係。
習近平表示，中烏兩國政治互信、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全面推

進，經濟、安全、人文等各領域合作成就斐然。今天我們將批准中
烏戰略夥伴關係未來5年發展規劃，雙方要推動合作向更高水平、
更高層次跨越。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不斷擴大貿易和投資規模，加強能源、金
融、農業、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
帶，重點建設和運營好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積極推進中

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鐵路項目。中方鼓勵本國企業擴大對
烏投資、參與烏方工業園區建設，支援烏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雙
方要繼續加強安全執法合作，嚴厲打擊恐怖極端勢力和毒品犯罪，
維護兩國安寧及地區和平穩定。
卡里莫夫表示，烏方讚賞中國對中亞國家真誠奉行睦鄰友好和互

利合作政策，願意積極參與中方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的重要倡議，全力確保中亞－中國天然氣管線如期完
成，加快推進烏吉中鐵路。烏方希望進一步擴大雙邊貿易，歡迎中
方企業投資，加強礦業、交通等領域合作。烏方積極支援開展兩國
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烏中雙方要加強配合，合力打擊「三股勢
力」。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烏茲別克共和
國聯合宣言》，見證了經貿、能源、金融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

習近平晤烏茲別克總統

■8月19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與來訪的烏茲別克斯坦總
統卡里莫夫舉行會談。 中新社

中共中央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七常委出席座談會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新聞速遞
【上海海關4名官員被調查】上

海海關的四名官員涉嫌職務犯罪的
陰霾，被紀委及鄭州檢察院帶走調
查。分別是原上海海關副關長卞祖
耀、上海外高橋港區海關緝私分局
局長凌雄、上海海關加工貿易監管
處處長朱良和上海海關現場業務二
處原處長韓金喜。 ■財新網
【中國人持卡數量多巴西人刷卡

次數多】中國人民銀行和巴西相關
機構近日發佈了一些金融交易數
字，涉及兩國持有銀行卡的數字和
平均消費數字等。經對比可以發
現，中國人平均持卡數量多，而巴
西人平均刷卡次數多。 ■新華社
【鄒恆甫被判連續7天向北大致

歉】鄒恆甫稱「北大淫棍太多」，
海澱法院20日上午判決鄒恆甫停止
侵權，並刪除相關微博內容；並在
十日內在其實名認證新浪微博首頁
公開發表道歉聲明，向原告北京大
學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
譽，持續時間為連續7天。

■中新网

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王岐山、張高麗出席紀念鄧小
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劉雲山主持座談會。中央

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軍
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先
後發言，深切緬懷鄧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

解放軍開紀念鄧小平理論研討會
經中央軍委批准，全軍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理論

研討會20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張陽
出席會議並講話。

張陽：鄧小平理論具長遠指導作用
張陽強調，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

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
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
段。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
分，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創造性地繼
承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把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發展到一
個新的階段，指引共產黨正確解決了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
主題、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走中國特色精兵之
路，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重大課題。實踐證
明，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深刻揭示了軍隊建設和軍
事鬥爭的基本規律，不僅正確引領着新時期軍隊建設和改
革，而且對解放軍建設具有長遠指導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為緬懷這
位世紀偉人，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香港文匯報、中共四川省委宣
傳部、廣安市人民政府等聯合舉辦的「光輝歷程——紀念鄧小平誕辰
110周年」大型展覽，21日上午10點在灣仔香港會展中心正式開幕。
展覽由21日起至23日舉辦三天，屆時將展出400多幅精彩圖片及部
分珍貴文物。
此次大型展覽是國家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也是

唯一在境外舉行的國家級紀念活動。開幕式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三軍儀仗隊將參與儀式並為鄧小平銅像獻花。中央相關

部委領導，四川省委宣傳部和廣安市領導等及鄧小平家人鄧林、鄧
榕，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代表，中聯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主要官員、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以及主要社團、商界領袖及媒體約200多人將出席開幕儀式。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亦特別準備了有關鄧小平的書籍致送主禮嘉賓。
「光輝歷程」大型展覽以圖文展覽及音像展播的形式組成，通過

《走出廣安》、《戎馬生涯》、《艱辛探索》、《非常歲月》、《開
創偉業》、《平民愫懷》和《情繫香港》七個單元，對鄧小平的人生
歷程中的重要階段、重要事情和卓越貢獻作了全面反映。

鄧小平誕辰大型展覽今在港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
備受關注的城鎮職工、
城鎮居民、新農合三
大醫保「三合一」整
合，在人社部與國家
衛計委陷入拉鋸戰導
致方案一再拖延的情
況下，目前，中央編
辦或將考慮另一種新方
案，可能將成立一個類
似「醫保基金管理中
心」的第三方機構進行
統一管理。
作為中國並存的三種

基本醫保制度，目前城
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
醫保由人社部主管，新
農合則由國家衛計委主
管。
2013 年 全 國 「 兩

會」公佈的新一輪國務
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
方案，明確整合城鎮職
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
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職
責，由一個部門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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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電據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網站消息，8月19日下午，菲律
賓移民局對大馬尼拉地區QUEZON市、MALABON區各一處建
築工地，QUIAPO區CARRIEDO商場進行人員檢查，共有50餘
名中方人員因涉嫌從事與所持簽證不符活動送移民局接受調查。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獲悉後即核實有關情況，派領事前往菲移
民局看望相關中方人員，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方公正執法，
迅速查明情況，給予中方人員人道待遇。目前相關中方人員情況
穩定。
事發之後，中國使館領事保護官員及時趕到移民局交涉，並要

求菲方公正執法，迅速查明情況給予中方人員人道待遇，並表示
將密切跟蹤事件進展，及時為中方人員提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政改「五步曲」已經邁出第
一步，本月底將面臨最關鍵的一環，全國人大常委
會將在本月25日至31日討論特首所遞交的相關報
告，決定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
改。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
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今日赴港出席香港大講堂開講
〈鄧小平與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建設〉，日前
臨行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明確表示，對於
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
革和民主化進程，中央政府的立場和態度是一貫而
明確的——「堅定不移地支持」，且中央對此享有
主導權和最後決定權。他又指出，「佔中」等違法
行為或令香港政改和民主化進程不得不出現再次

「原地踏步」的重大挫折。要破香港當前僵局，必
須正本清源，令香港全社會全面準確理解和認識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最為關鍵。
齊鵬飛分析，「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重點議題，兩份報告主要有四點
整體意見：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2017年落實
普選行政長官；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理性務實
討論，凝聚共識，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社會大眾普
遍認同於2017年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對香港未
來施政、經濟和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的發展及
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
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齊鵬飛。 香港文匯報

齊鵬飛：挺港邁向「雙普選」

中央立場堅定不移
鄧小平與香港「一國兩制」的政

治建設
主講人：齊鵬飛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

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自
1990 年初期開始關注並從事港澳問
題、從事「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
問題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
日期：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上午11時）
地點：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舊翼）一樓演講廳Ⅱ

菲抓扣54名中國人中方提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中央整治違法辦理減刑、假釋及保外就醫的專項行動，
取得重大成果。有媒體統計，截至目前，憑着山東、四川及江蘇等地檢
察機關的監督，包括山東省泰安市前市委書記胡建學在內，至少有7名曾
擔任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保外就醫罪犯被檢察機關建議重新收監。
據「澎湃新聞網」稱，去年以來，違法違規辦理減刑、假釋、保外就

醫問題引起中央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月7日召開的中央政法
工作會議上，曾嚴厲批評了發生在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環節的違法違

紀問題。
此後，中央政法委發佈了《關於嚴格規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

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共17條，從嚴規定了三類罪犯（職務犯罪、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減刑、
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實體條件。這次專項檢察行動中，山東省、成都
市及石家莊市等多地，都明確表示罪犯即使符合保外就醫條件，但短期
內沒有生命危險，也將被收監執行。

政法委嚴查違法減刑假釋案

中新社電 廣東省日前印發了
《廣東省深入開展貫徹執行中央八
項規定嚴肅財經紀律和「小金庫」
專項治理工作實施方案》，嚴抓
「三公」經費預算管理，開展「小
金庫」專項治理，從源頭上斬斷不
良作風「資金鏈」。
據介紹，此次專項治理針對廣東
省內納入預算管理或有財政撥款的
部門和單位，重點是各級黨政機
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圍繞

2013年以來違反中共中央八項規定
和財經紀律以及設立「小金庫」的
有關問題開展專項治理。
廣東省財政廳表示，專項治理將
突出對「三公」經費的監督檢查，
重點檢查違規擴大出國經費開支範
圍，擅自提高出國經費開支標準和
虛報出國團組級別、人數等套取出
國經費，擅自增加出訪國家、地區
及城市，接受企事業單位資助或向
下屬單位攤派出國費用等問題。

廣東治「小金庫」
斬不良「資金鏈」

鄧小平與香港「一國兩制」
的政治建設

時  間： 2014年 8月 21日（星期四上午11時）
地  點：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
 一樓演講廳Ⅱ
主講嘉賓： 齊鵬飛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
  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齊鵬飛教授：
自1990 年初期開始關注並從事港澳問題、從事「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學術研究和政

策研究。在該研究領域，先後出版有《日出日落  香港問題 156年（1841—1997）》、《澳

門的失落與回歸》、《鄧小平與香港回歸》、《統一與整合  新時期解決港澳臺問題的理論

與實踐》等著作近十部，發表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於港澳問題

的戰略思考和特殊政策》、《鄧小平對於香港回歸的十大歷史貢獻》、《「經濟香港」、「文

化澳門」論》、《「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與「澳門模式」的比較研究》等論文近百篇，

發表學術演講幾百場，接受媒體訪談幾百次。

本期提要：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全國各地掀起紀念高潮，香港各界也舉辦各種活動懷念這位偉人。鄧小平設計了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

創造了香港回歸的輝煌。而現今，香港正面臨著一個關鍵的時期：從「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和持續影響，到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

普選」的政治改革，再到各政治派系在各個領域的論戰。順利地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需要追根溯源，從「一國兩制」理論的源頭來

研究香港的民主發展。因此，本期香港大講堂將深入研討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與香港的政治發展。

主辦機構： 全國港澳研究會  香港智庫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

合作機構： 香港中國商會  兩岸四地政治傳播研究中心  澳亞衛視  香港衛視

榮譽主席： 陳佐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原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陳經緯 (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 )

主  席： 王樹成 (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香港文匯管理學院院長 )

支持機構：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 民建聯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友好協進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湖北聯誼會 香港海南商會 香港南京總會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 香港梅州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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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全國各地
以不同的方式紀念其誕辰。

四川領先展開紀念
四川是鄧小平的家鄉，8月18日，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
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在鄧小平家鄉四川廣安舉行。8月16
日、17日晚，鄧小平家鄉廣安市就已經舉辦了兩場大型群眾
文藝演出《感恩小平中國夢在廣安》。
8月18日，在四川省紀念座談會舉辦當天，鄧小平緬懷館
在廣安市協興鎮牌坊村正式開館，大量珍貴文物和史料首度
「解密」，與公眾見面。當天，因改陳布展而閉館半年的鄧
小平故居陳列館也再次對外開放。

學術研討、畫展、創作紀念
7月14日，在成都，四川大學黨委宣傳部、四川大學社會

科學研究處、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共同舉辦了「2014年
四川大學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
7月16日，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省委文獻研究室和省新
四軍歷史研究會、省中共黨史學會、省當代史學會聯合舉辦
了「浙江省黨史系統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
會」。
8月2日，「鄧小平與改革開放」理論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8月8日，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舉行了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10周年研討會。
8月19日，中國社科院在北京舉行「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10周年學術研討會」。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鄧小平文集（1949－
1974）》和撰寫的《鄧小平傳（1904－1974）》，分別由人
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8月20日起在全國發行。
8月1日，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等舉辦了「紀念鄧小平誕
辰110周年名家書畫展」。
8月8日晚，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由中央文獻研
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領導，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聯合攝製
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8月19日下午，紀錄片《青春．深圳》在深圳保利國際影

城與觀眾見面。該片聚集了十位來自各行各業、最具代表性
的深圳人，用十個人巨變的命運和真實的人生，反映深圳改
革開放至今30多年來的變化，表達深圳人對改革不變的堅
定、對城市巨變的自豪以及對小平同志的感激和紀念。深圳
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京生出席並觀看了紀錄片。

各地紀念鄧小平誕辰

■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前夕，以鄧小
平為題材的圖書紛紛上市。 中新社

■8月 19
日，遊客
參觀改陳
後的鄧小
平故居陳
列館。

新華社

新華網電 中共中央20日上午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

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

話。此外，經中央軍委批准，全

軍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

理論研討會20日在京召開。中央

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張陽出

席會議並講話。
■民眾在參觀鄧小平故居陳列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