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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中國擬2016年啟動碳排放交易市

場】中國計劃到2016年啟動一個全國
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挑選了包括上
海、北京和廣東在內的七個省市，制
定地區限額、實行排放權交易試點項
目。 ■彭博社
【菲嫌犯欲炸中國使館被捕】菲律
賓國家調查局於凌晨1時45分左右，
在馬尼拉國際機場逮捕4名正在組裝
炸彈的嫌犯。攻擊目標還包括中國駐
菲律賓大使館、菲國大型商場「亞洲
商城」，以及一家僱用數百名中國員
工的建築公司。 ■參考消息網
【首批抗日英烈名錄公佈】中國民

政部1日公佈了第一批80處國家級抗
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以及在抗日
戰爭中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體名錄。一批國民黨軍隊抗日遺址和
紀念設施入選名錄。 ■新京報
【華民兵預備役高炮隊伍競賽考

核】近日，由總參軍訓部、動員部共
同組織的「民兵預備役高炮隊伍競賽
性考核」活動在福建預備役高炮師拉
開帷幕。 ■中新社
【蔣超良辭去農行董事長職務】中
國農業銀行1日宣佈，蔣超良已經提
出辭去董事長職務，辭職即日生效。
此前，蔣超良已調任吉林，任吉林省
委副書記，並提名為吉林省長候選
人。 ■中新網
【山東三名廳官被立案偵查】齊魯
工業大學原黨委書記徐同文、煙台市
原副市長王國群、山東省國貿集團原
副總裁陳瑞齋等三名幹部日前分別被
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案件偵查工作正
在進行中。 ■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大型飛機
的研製、試飛和生產，是
一個國家綜合航空實力的
標誌，更是一個國家國力
的體現。而大型運輸機由
於其自身所具有的特點，
使得它的飛行試驗在組織
管理和實施技術方面有別
於常規的中小型飛機。

近日，多名網友目擊了運-20已經在華中某城市進行試飛的場
景，並拍攝了試飛照片，這說明運-20已經結束在試飛院的前期
試飛任務，進入轉場試飛階段。根據運-20的試飛進度推測，試
飛院的前期試飛任務主要工作是對飛機進行基本包線擴展試飛、
基本性能品質試飛，以及基本測試量試飛，保持飛機的基本技術
狀態不再發生變化。而此次運-20進入的轉場試飛階段，一般包
括以下任務目標：一是考驗飛機的極限航程、載重，二是考驗雷
達、導航、自動駕駛、除冰系統、環控系統在陌生空域、複雜氣
象條件下的可靠性，三是考驗飛機在各種極端環境下的性能。

運20華中轉場試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時代周報》報道，周永康
的涉案金額尚在核定當中，但公審需要的材料
已經開始準備。但涉案金額尚在審定，也並未
點出消息來源，或「所需材料」涉及的範圍，
也沒有預告公審的時間表。
7月29日，中紀委監察部公佈周永康因涉嫌嚴
重違紀，已被中紀委立案審查。之後中共中央
宣佈即將召開四中全會，主題討論依法治國。
此後有關周案是否會像薄案一樣公審的討論沸
沸揚揚，各方觀點爭持不下，但基本認為，周
案如能公審，將是中國法治的一大進步。
一位「全方位接近中石油和中石化系的消息

人士」向《時代周報》透露，許多中石油系和
中石化系中層官員，在中紀委收網之前已經尋
機移民外逃到加拿大、美國、阿聯酋等地，預
計因此被外移的資金在200億人民幣到400億人
民幣之間。
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曾
表示，周永康案中央在立案審查，暫未得到進
入訴訟程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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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社電 隨着近期在中國伴隨着省
部級問題官員接踵落馬，涉及多個省
份的人事調整正在展開。觀察發現，
此輪調整，有兩個明顯特徵：第一即
為「補缺」意味明顯；第二是多個省
份組織部長或紀檢書記易人，為深化
改革及強力反腐提供組織保證。

「補缺」意味明顯
日前，中共中央決定王儒林同志任
山西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袁純清
同志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常委、
委員職務，另有任用。此前8月31日
官方公佈，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巴
音朝魯出任該省省委書記一職，成為
現任省級黨委中唯一一個少數民族
「一把手」。他的前任即王儒林。同

時，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
記、董事長蔣超良任吉林省委副書
記。

多省組織紀檢易人
在反腐整風高壓推進的當前，觀察
此輪人事變動，紀檢、組織系統的高
官調整備受矚目。8月30日的消息顯
示，接替現年63歲的臧勝業，遼寧省
委秘書長陳超英調任河北省委常委、
省紀委書記。
前不久，今年63歲的中央紀委駐國
土資源部紀檢組組長王壽祥亦卸下重
任，由原北京市委常委趙鳳桐接棒。
同樣是接替63歲的王俊蓮，日前，黑
龍江省委常委、哈爾濱市委書記林鐸
調任遼寧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中國省部級官員密集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從商務部獲悉，中日韓
自貿區第五輪談判於9月1日在北京舉行。據
了解，本輪談判將持續5天，三方主要就貨
物貿易的降稅模式、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開放
方式等議題展開磋商，並就協定的範圍和領
域交換意見。目前日方表現並不積極，中韓
自貿區達成可能性要優先。

農產金融等存分歧
資料顯示，作為東亞經貿框架安排的重要
組成部分，中日韓自貿區這一設想早在2002
年就首次提出，三方最早於2003年就自貿區

進行學術研究和官產學聯合研究。不過，直
到2012年11月，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正式啟
動，迄今已舉行了四輪正式談判。
記者此前採訪的多個專家均表示，中日韓

自貿區談判並不會一帆風順，目前三方在農
產品開放、金融服務產業、TPP等領域存在
分歧。

有望明年達成協議
不過，似乎也不必太過悲觀。在1日召開

的開幕式上，談判各方表示，希望加快談判
進度，使三國自貿協定達成時間早於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在各方擬定的時
間表裡，RCEP有望在2015年能夠達成協
議。
按照上述邏輯，中日韓自貿區有望在2015

年前達成協議。據韓媒分析，中日韓締結自
由貿易協定後，將形成繼現有的北美自由貿
易區、歐盟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市場。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姜躍春此前參加過中日韓三邊會談，他表
示，中日韓自貿區（FTA）談判關鍵取決於
日本，但目前日方表現並不積極，中韓自貿
區達成可能性要優先。

中新社電 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張高麗1日在俄羅斯雅庫茨
克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並與
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東線天然氣
管道俄境內段「西伯利亞力
量」管道開工儀式。
在開工儀式上，張高麗發表

講話。他說，東線天然氣管道
是中俄之間第二條陸上能源運
輸大通道，是聯結兩國傳統友
誼和友好合作新的重要紐帶，
是中俄關係在新階段結出的豐
碩成果。這條管道建成並運
營，有利於為中國經濟發展提
供安全可靠的清潔能源，為俄
羅斯豐富的天然氣資源提供長
期穩定的市場，對中國振興東
北老工業基地和俄羅斯推進遠
東開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方願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實
好這一重大戰略性合作項目，
使雙方合作成果惠及兩國人
民，造福子孫後代。
普京請張高麗轉達對習近平

主席的良好祝願，感謝習近平
主席對中俄東線天然氣合作的
大力推動，期待不久後同習近
平主席再次會晤。普京說，中
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是世界上最
大的建設工程，俄方將與中方
緊密協作，按計劃推進項目建
設。俄中合作處在高水平，俄
方願意不斷拓展同中方在能源
及其他領域的務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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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做出決定。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9月2日報道，香港多界別

人士對人大決定予以支持，不少團體和媒體紛紛
發表聲明、評論稱，人大決定立牌指路，確立香
港普選框架，呼籲港人以大局為重，珍惜機會，
並期望社會各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讓廣大市
民期望的行政長官普選能夠在2017年落實。

政界：是里程碑但不是終點
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8月31日下午對記者表示，人大相
關決定是香港邁向行政長官普選的第一步，這一步必須要
穩。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的決定是一個十分穩妥、慎重的方
案，是香港民主體制發展的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階段，但不是
香港民主體制發展的終點。
香港民建聯發表聲明認為，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

人士擔任的原則，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將能夠為此提供
恰當的制度保障。

商界：不同意見者應建設性對話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香港政改

訂立清晰的框架，有助於香港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從實際出
發，穩步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同時呼
籲不同意見者應通過建設性的渠道和平對話，以香港社會的
整體福祉以及500多萬合資格選民的利益為依歸，本着務實理
性的態度，共同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

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香港文匯報訊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首普選安排的重要問題
一錘定音，息紛止爭，有力推動落實普選。然而，反對派卻
大肆攻擊，指責人大決定「窒息香港民主發展」。事實上，
中央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中央對推動香港實現普選，有
承擔、有決心，有誠意、有善意，有言有行，有名有實，主
動提出，主動推動，充分尊重香港的主流民意。對於香港的
民主發展來說，中央從來就既是決定者，又是建設者、推動
者。可以說，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最大推動力，就是來源於
中央。反對派攻擊中央的言論既不公平，更不符合事實，必
須予以有力駁斥。
縱觀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更可清楚看到中央才是積極推

動香港普選的主體。港英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間，港人毫無民
主權利，香港總督和政府主要官員都是英國委任。1984年簽
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只提到「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香港最終實行雙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
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明確在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
官。如今，人大常委會又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正式打開大
門，意味着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辦
事，在回歸後的20年香港就可達至普選行政長官。這是非常
了不起的成就，較之美英等西方發達民主國家花
費百年以上的時間才實現普選快得多，是中央推
動香港普選的最好證明。

■1日，中日韓自貿區第五輪談判在北京舉行。 新華社

■網友拍攝的運-20最新圖片。
網上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左)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馮
巍，9月1日下午在香港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 中新社

梁振英2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對傳媒說，建議香港市民在政改問題上，
仔細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及副秘書長李飛的講話。他說，有

普選比沒普選好，而且李飛已說明，2017年開始實施的普選方案並非終極
方案。

梁︰有普選比沒普選好
梁振英說，雖然中央的決定與一些人的理想有差距，但他們不應只與理
想比較，也要與現實比較。現實是，如果香港不接受這決定、否決這方
案，便不會有一人一票的普選。究竟2017年後的行政長官選舉要實行普
選，還是繼續由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值得大家深思。
梁振英稱，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1日說明了中央就普選的決心、誠
意和顧慮，「打開天窗說亮話」，以及2017年普選方案並非終極方案，呼
籲市民包括已表明反對的立法會議員，朝民主大方向踏出第一步。
梁振英又不同意與理性政改框架對比，而應該與「現實」對比，若否決
政改方案、沒有一人一票普選，沿用1200名選舉委員會選委投票時，500
萬人坐在家中看電視。
梁振英說，特區政府即將啟動下一輪政改諮詢，聆聽大家對一些重要、
具體事宜的意見。他希望社會各界，包括已表示反對《決定》的立法會議
員，能與大家一起朝着民主的大方向，繼續以香港人一貫的平和、理性、
務實態度，做好相關工作。

李飛：誰擋政改誰負責
對於香港的普選步伐，能否向前踏出重要的一步，當中起「關鍵」作用
的反對派，擺出一副強硬的態度，聲稱不惜否決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就
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1日強調，「泛民主派」的大多數人士
都是愛國愛港，在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下，應該放下成見，按照香港基本
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普選安排，對反對派來說，同樣是最好的選
擇。若最終政改遭到否決的話，李飛以堅定的口吻指出，「立法會三分之
二（議員），誰擋住，誰負責任。」
李飛副秘書長1日出席多個場合，均主動提及到有關反對派的角色。他

指出，討論空間是有的，但是大框架不能改變。
「我覺得他們的做法，值得他們自己思量。這種對抗，製造事端，而且
自訂標準，最後不能夠回到正確軌道上來進行討論，我想廣大市民是不願
意看到的。」
李飛副秘書長又重申，反對派中大多數人是愛國愛港，只要出於維護香

港的根本利益，放下成見，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落實
普選，對他們來說，同樣是最好的選擇。

政改決定政改決定政改決定人大通過
新華社電 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 2 日表示，

希望市民能了解中央的決心、誠意及顧慮，以一

貫的平和、理性、務實態度，朝民主大方向踏出第一步。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1日則以堅定的口吻指出，「立

法會三分之二（議員），誰擋住，誰負責任。」

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中韓或先談妥

■大批市
民在會場
外表達支
持全國人
大關於香
港政改的
決定。
梁祖彝 攝

各界：人大決定讓香港民主邁新里程

■9月1日，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在新聞發佈會
上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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