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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澳門一定越走越好
時隔五年重臨 同慶回歸15年 送上良好祝願

新聞速遞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18日晚在吉隆坡舉辦以「飲水思源

共創未來」為主題的中馬建交40周年答謝晚宴，為中馬友好做
出突出貢獻的各界代表贈送友誼紀念章。出席晚宴的得獎者包
括馬國前總理巴達維、前副總理穆薩、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和
女歌手茜拉等。 ■亞太日報
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工程研究所陳薇團隊自主研發的重組
伊波拉疫苗通過國家、軍隊聯合評審，獲得臨床批件，將於本
月開展人體試驗。該疫苗為世界第三個進入臨床試驗的伊波拉
疫苗，更是全球首個2014基因突變型伊波拉疫苗。 ■新華社
國際反腐敗學院已確認中國正式成為該學院成員，中國於今

年9月16日向奧地利外交部遞交了申請加入國際反腐敗學院的
文件，該申請於11月15日生效。 ■人民網
應對中國房地產市場近年迅速變化，中國住房城鄉建設部部

長陳政高指出，2015年要準確把握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新情況、
新問題，積極應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運行。 ■新華社
鑒於韓方提出的請求和韓中友好關係，重慶市決定將韓國光
復軍司令部舊址保存於原地，並得中國中央政府批准。中方表
示，用於這項工作的所需費用將由中方承擔。 ■韓聯社
中國駐大阪旅遊辦事處18日在大阪舉行交流會，推介2015
中國絲綢之路旅遊年，是年主題為「美麗中國－絲綢之路旅遊
年」。西日本地區旅遊、航空界及日中友好人士近200人參加
了交流會。 ■中新網

春運首日火車票60秒搶光

新華社電 面對新媒體與移動化信息時代帶來的挑
戰，更多的中國政府機構採取積極應對的策略，推動政
務門戶網站改版升級，提供「指尖上」的智能政務服
務。除了整合政府網站，政務微博、微信日益成為政務
信息公開的新途徑。
統計數據顯示，網絡化公共服務正在中國普及，各部
委、省級、地級和縣級政府網站的擁有率分別為96%、
100%、98.5%和 83%，這些門戶網站已成為政務公
開、行政辦事、投訴諮詢、便民服務的主渠道之一。
截至今年6月，新浪政務微博註冊量約12萬，行政級
別為縣處級以下的新浪政務微博約佔總數的85%。截至
今年3月底，政務微信總量達5034個，區縣級以下佔比

為75.46%。多個部委、省市和區縣政府陸續推出政務
APP應用。
4,000餘機構，6萬多事項，不論是開公司，還是上項

目，該怎麼辦、去哪辦，一清二楚；160類服務，2.4萬
個便民事項，不論是診療掛號，還是查詢社保賬戶，動
動手指輕鬆搞定——這些，只是最新改版的浙江政務服
務網提供智能政務的冰山一角。
中國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寧家駿認為，

以大數據理念推進政務網站開放是中國既定戰略政府
門戶網站將面對整合、互聯、開放、共享、效能五大
主要轉變，電子政務體系建設將向智慧型政務服務全
面邁進。

中國發展「指尖上」智能政務

中新社電 第二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16
日至18日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汪洋與美國商務部長普里茨克、貿易
代表弗羅曼共同主持，美國農業部長維爾薩
克與會。汪洋呼籲中美兩國相互尊重、求同
存異、互諒互讓。
汪洋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也

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邁出重要步伐的
一年。聯委會應把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
統北京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及成果落到實
處，鞏固中美關係良好發展勢頭，為今年
中美關係畫上圓滿句號，也為明年及未來
兩國經貿合作奠定堅實基礎。中美兩國共
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只要雙方相互尊重、
求同存異、互諒互讓，中美經貿合作之路
就會越走越寬廣。
會議令人矚目的一項成果是美國在放寬對
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方面取得一定進展。
美國商務部長普里茨克透露，商務部下設的
產業安全局正與中方合作，希望能「至少批
准一到兩項」美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許可。
中美雙方就出口管制、知識產權、創新政
策、雙向投資、競爭政策、藥品和醫療器械
審批、服務業開放、農業和林產品貿易、航
空合作等議題深入交流，達成多項務實成
果。
美國此前曾多次承諾放寬對華出口管制，
但被認為「口惠而實不至」。普里茨克當天
說，中方已在此次會議期間闡明對哪些美國
高技術產品感興趣，明確告知美方相關產品
的最終民用用戶是誰，希望能獲得出口許
可。美國商務部下設產業安全局正與中方進
行合作，希望能「至少批准一到兩項產品」
的出口許可，目前正在協商。

美
放
寬
對
華
高
技
術
出
口
有
進
展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及新地聯席
主席郭炳江、郭炳聯等人懷疑貪污案，陪審團退庭商議
5日後，19日下午裁定許仕仁5項罪名成立，包括公職
人員行為失當，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違反防賄條
例。

僅郭炳聯無罪當庭獲釋
郭炳江有一項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其弟郭炳
聯的4項控罪全部不成立。
其餘兩名被告陳鉅源及關雄生各有兩項罪成，分別是

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觸
犯防賂條例。許仕仁聞判後木無表情，郭炳江則低頭，
雙手合十。罪成的4人即時收押。而脫罪當庭釋放的郭
炳聯離開法庭時，神情哀傷，雙手抱頭。
聆訊歷時131日，審訊初期一度要解散陪審團。

新地停牌將有內幕公告
另外，新鴻基地產19日下午2時45分起暫停股份買

賣，以待刊發有關公司內幕消息的公告。股份停牌前報
113.3港元，升1.4%。

香港前高官許仕仁涉貪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經營福昌超級市場逾40
年的張廣獻談到澳門回歸15年的變化時坦
言，澳門經濟蓬勃發展，儘管博彩業一業
獨大，但也有經濟多元化發展的部分。澳
門經濟的發展，隨之帶來的還有人們的消
費模式。
被問及未來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張廣獻
表示，希望以澳門特首崔世安領導的新一
屆政府，首要解決的民生問題為交通，因
為這關乎影響居民的日常出行生活，其次
希望特區政府出台更多扶持中小企發展的

政策與制度，譬如在某些牌照的申請程
序，優化行政審批制度，並希望特區政府
能多關注年輕人置業安居問題。
澳門文創業代表林子恩指澳門政府對於
文創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令到越來越多的
人投入文創工作，也越來越專業。被問及
習主席訪澳，他最想對主席說的話是，希望
澳門社會經濟能多元化發展，關注中小企，
尤其是基層市民，他們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
的成果，正如內地一樣，希望能達至小康社
會，讓所有人都有自己發揮的機會。

澳門基層盼多元經濟惠民華媒︰給澳門帶來祝願及信心

中新社電 應泰國總理巴育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於當地時間19日上午乘專機抵達曼谷廊曼機場，出席20日舉
行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領導人第五次會議。

冀加強經貿合作互聯互通
李克強表示，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自1992年啟動以
來，在推動次區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取得重要進

展。他期待跟與會各方就深化區域經貿合作、加強互聯互
通、創新產業合作模式等深入交換意見，共同推動構建開放
包容合作的經濟格局，建立互利共贏的次區域發展夥伴關
係，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據主辦方介紹，預計出席會議的領導人將發表一份聯合聲
明，重申其實施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包容性和可持續
發展方案之承諾；並考慮設立大湄公河次區域電力協調中心
及大湄公河次區域鐵路協調機構的建議等。會議期間，李克
強將同巴育總理舉行會晤並簽署雙邊合作文件。

泛亞高鐵有望從泰國破局
另據證券時報網報道，目前，中國的「高鐵出海」戰略大
致分四個方向，一是已建成的渝新歐鐵路，其次是從中亞經

伊朗、土耳其到歐洲的路線，第三條是從喀什到瓜達爾港的
中巴鐵路，第四條即泛亞鐵路從現實的情況看，在渝新歐鐵
路之外的三條線路中，最有可能率先修建完成的是泛亞高
鐵，而泛亞高鐵又有望從泰國破局，備忘錄可能會在大湄公
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會議時正式簽署。。
2014年11月，泰國現任總理巴育赴京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與中方敲定合作中泰鐵路，隨後形成諒解
備忘錄草案，該草案11月底在泰國內閣會議上獲得通過。
根據該備忘錄草案，中國將參與建設泰國兩段複線鐵路，

總長度為133公里，預計工程總投資人民幣710億至820億
元。該鐵路項目最終將與即將修建的中國至老撾萬象的鐵路
相連，而老撾萬象的鐵路又將與近期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復的
玉磨鐵路相連。

李克強抵泰推動大湄公河次區互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赴泰國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五次領導人會議，中
泰鐵路合作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泰國國家廣播電台資深記者頌頗指出，泰國與中國合作修
建高鐵，意義重大，首先，泰國位處中南半島的中心位置。
泰國需要利用好這個中心優勢，連接南北，貫通東西。中國
位於泰國的北部，鐵路從中國的雲南省經老撾就可以連通泰
國，對於泰國的互聯互通意義重大。

其次，中國高鐵兼顧了日本新幹線的安全技術和德國高鐵
的準點運行模式和站台設計理念等諸多優勢。中國高鐵運營
的成功經驗可以幫助泰國的物流運輸更加高效、便捷。
再者，如果高鐵通車，貿易往來和人員交流將會更加便

利。
泰國的大米、橡膠、新鮮蔬菜等農產品將能夠通過高鐵運

送到中國和周邊國家。中國和泰國的遊客也可以坐高鐵往
來，促進泰國乃至整個東南亞的旅遊業發展。

中泰鐵路合作對泰國意義重大

■■李克強獲贈塞爾維亞國家籃球隊李克強獲贈塞爾維亞國家籃球隊11號球衣號球衣。。 新華社新華社

中新網電 根據往年春運情況，除夕前三天將進入乘
客離京高峰期，由於今年火車票預售期延長至60天，從
19日起的三天是春運搶票的高峰期。
19日上午10時就開始可以購買2月16日的火車票。中

新網財經頻道登錄12306網站發現，部分路線車票1分鐘
即被搶光，放票15分鐘後，大部分車次只剩極少量的無
座票。
據記者於10時01分打開12306網站，搜索從北京至鄭

州、武漢、廣州、重慶等多個路線的火車票發現，除了
少量的無座票外，其他票早已搶光。
10時18分，再次刷新時，北京至重慶四趟列車僅剩
K589有1張無座，其餘三個車次全部售光。北京至廣州
方向，僅剩Z97還有6張無座票。北京至武漢的所有車
次竟然無一有票。北京至長沙的所有車次也已經顯示無
票。
北京一家事業單位的曾先生表示，他老家湖南，每年
回家的票也比較「搶手」。為了順利搶到回家的票，以
前買春運的火車票都會用搶票王提前設置好，放票前一
兩分鐘開始刷。

習近平乘坐的專機19日中午降落在澳門國際機場。習近平和夫
人彭麗媛走下舷梯，澳門警察樂隊奏起熱情喜慶的歡迎曲，兩

名澳門少年兒童上前分別向習近平和彭麗媛敬獻鮮花。習近平和彭
麗媛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慧芬陪同下，同前來迎接
的人員親切握手。數百名澳門少年兒童和各界群眾代表揮動手中的
國旗和區旗，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來。習近平面帶笑容，向歡迎人
群頻頻揮手致意。

相信在一國兩制道路上越走越穩
習近平抵澳後發表簡短講話，表示時隔5年多再臨澳門感到很高
興。並通過記者朋友們，向全體澳門市民轉達我的誠摯問候和良好
祝願。20日就是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的紀念日，這次來就是與澳門
同胞一起慶祝這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節日，轉達中央政府和全國
各族人民對澳門同胞的祝福。希望並相信澳門一定會在「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指引的正確道路上越走越穩、越走越好。
習近平稍後前往看望澳門市民，親身感受近年來澳門的新發展新
氣象，與澳門同胞一同回顧15年來特別行政區建設歷程，謀劃長遠
發展。

與澳門同胞一同謀劃長遠發展
這是習近平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首次到訪澳門。據澳門新聞
局公布的行稿，習近平19日會見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隨後將
會陸續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現任官員及澳門各界人士。傍晚將出席
由特區政府所設的歡迎晚宴及「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文藝晚會」。
習近平20日上午將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4屆政府就職典禮」，隨後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新任行
政、立法、司法官員等。下午完成行程後離開澳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9日中午在

澳門國際機場發表簡短講話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指引的正確道路上，澳門一定會越走越穩、

越走越好。

澳門回歸後五次訪問
2000年6月10日 澳門回歸祖國後

的第二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
率領福建經貿代表團訪問澳門。
2001年10月23日 應澳門特區政

府邀請，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率領
代表團第二次到訪澳門。
2005年1月20日 習近平以浙江省

省委書記的身份率團訪問。
2009年1月10日 應時任澳門行政

長官何厚鏵的邀請，習近平以中國國
家副主席的身份訪問澳門，進一步了
解當時澳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狀況。
2014年12月19日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乘專機抵達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
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中新社電 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澳，出席慶祝大會及澳
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高規格慶典
備受輿論關注。境外華文媒體稱，習近平
來訪給澳門帶來祝願，帶來信心。
《澳門日報》19日社論《習主席重臨濠

江送溫暖》表示，回歸15年的澳門特區，
民主政制穩步向前，經濟實力持續增強，
民生福利不斷提升，成就斐然。但在克服
經濟過於單一、貫徹多元發展起步不久，
經濟轉型之路尚遠，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澳大利亞「澳洲網」文章稱，習近平以
中國最高導人身份親自南下祝福，頗受外
界關注。
香港《亞洲週刊》近期文章稱，習近平

南下澳門，在節慶程序之外，意味深長。其
意味中可拎出兩條紅線，即澳門的「再造」
與香港的「重生」。澳門的「再造」不僅是
為澳門發展提供一個「飛地」，也是「澳人
治澳」在政制發展、社會重構、經濟破局等
方面有一系列新的試驗。在澳門展開新的
「再造」試驗，提供香港借鏡。

■■澳門少年兒童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來澳門少年兒童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來。。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