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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項目逾千億首月獲批 助產業穩中轉型

新聞速遞
作為中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省份之一，目前青海省

已編制完成《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規劃》，這是
中國首部國家公園建設規劃。《規劃》內容主要包括
功能區大致劃分、保護項目設定、政策法規制定、管
理體系建設等方面，目前已通過專家論證，正在上報
審批和業務對接階段。 ■新華社
中國北車26日發佈公告，中國北車所屬的北車（美

國）公司已經與美國馬薩諸塞州海灣交通管理局簽訂
了出口美國波士頓紅橙線地鐵項目合同，總金額約為
人民幣41.8億元。這批地鐵列車運營時速為63英里。

■新華社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教師學院日前成立。據悉，

這一教師學院附屬於國家漢辦2008年在中國高校正式
設立的首個基地——華師大國際漢語教師研修基地，
未來將致力於為全球孔子學院培訓並輸送師資力量。

■新華社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6日通報了106件違反中央八

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件，主要涉及違規發放收受購物
卡、違規收送節禮、大操大辦婚喪喜慶、公款旅遊、
違規發放津貼補貼福利獎金、違規使用公車、私設
「小金庫」、違反工作紀律、公款大吃大喝、違規兼
職取酬、揮霍浪費公共財產等問題。 ■新華社
中國海關總署26日發佈數據，截至去年年底，中國跨
境電子商務試點進出口額已突破30億元人民幣。據了
解，去年海關總署開發了統一版跨境電子商務出口通關
管理系統，該系統依託電子口岸平台，與電商、物流、
支付企業高效對接，便利電商企業辦理出口退稅、結匯
手續，提高通關效率，減低企業成本。 ■新華社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26日發出通知，決定由27日起

將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365元(人民幣，下同)和
350元，測算到零售價格90號汽油和0號柴油每升分別
降低0.27元和0.3元。 ■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光明網、財經網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
26日舉行政府工作會議，對俄遠東地區土地的「無償配送」
等議題進行質疑。普京認為，儘管方案需要論證，但總體上
支持這項倡議。專家認為，這項法律頒布後，中國移民將在
遠東地區大大增加，俄遠東將成為向中國出口綠色食品的主
要地區。
這項俄聯邦遠東土地無償配送計劃內容，是為國家準備將

無限的遠東地區土地無償發送給每一位當地居民，每人1公
頃，但條件必須是俄羅斯籍公民，而且必須有如何開發所獲
得土地的十年規劃細則，並有資信證明。這項提案由俄總統
駐遠東聯邦區全權代表尤里．特魯特涅夫提出。
普京指出，目前俄政府傾向於首先將土地無償提供給當地

居民和從其它地區過來的本國公民，每位獲得土地者，都可
以自行決定作何用途。專家們認為，此項政策推行後，中國
移民將在遠東地區大大增加，這些人可以從個人手中租賃土
地。

俄擬贈遠東土地 華移民或大增安倍圖改「村山談話」中方籲恪守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5日表示
不會原封不動地沿用「村山談話」中的關鍵措辭。就安倍此
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
關注日本政府和領導人對過去那段侵略歷史採取甚麼態度，希
望日方切實恪守迄今就歷史問題作出的有關表態和承諾。

日本輿論表憂慮
日本部分輿論對安倍這一表態表示憂慮。日本《朝日新聞》
26日表示，安倍在節目中否認將原封不動地沿用「村山談話」
中「殖民統治和侵略」、「痛切反省」、「誠摯道歉」等關鍵
詞，意味着將突破歷屆內閣的相關談話框架。安倍此前有關歷
史認識的一些言行，曾招致中國、韓國、美國的批評。對於
「安倍談話」內容，不僅中韓，美國也會關注。

美態度或轉強硬
《每日新聞》指其必然會招致中韓等國的反對，美國恐也會
因此將對安倍政府態度轉硬。

日本前外交官天木直人在博客中指出，人們對「安倍談
話」的關注焦點是安倍能否親口承認侵略歷史並表示謝罪，而

安倍在節目中的表態顯然暴露了「安倍談話」的真面目，不僅
會遭到中韓批判，連美國都恐怕不得不再次表示「失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對此回應表示，今年是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是回顧總結歷
史，展望規劃未來的重要年份。「我們關注日本政府和領導人
對過去那段侵略歷史採取甚麼態度，對外發出甚麼資訊。是否
認淡化侵略歷史、繼續將那筆負資產背下去？還是真誠深刻反
省侵略歷史、輕裝前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
華春瑩強調，中方希望日方切實恪守迄今就歷史問題作出的

有關表態和承諾，以實際行動走和平發展道路，取信於國際社
會，為地區和平與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199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50周年之際，時任日本首

相村山富市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反省侵略戰爭歷史，
為殖民統治和侵略歷史謝罪，誓言日本走和平道路，永不再
戰。此後歷屆日本政府均表示繼承「村山談話」。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小泉純一郎分別在日本無條件投降50

周年和60周年之際發表了對侵略戰爭進行反省和道歉的談話，
其中都有「殖民統治」「侵略」「深刻反省」「謝罪」等措
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1月
26日晚，上千名日本民眾在眾議院第二議員
會館前集會，呼籲安倍內閣停止破壞和平主
義。去年7月安倍內閣不顧民眾強烈反對，強
行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並企圖
在本屆國會期間通過一系列使該內閣決議具
體化的相關安保法案。因此，本屆國會開幕
受各方關注。不少日本市民到國會大廈外舉
行抗議活動，敦促安倍內閣正視和反省侵略
歷史，與軍國主義劃清界限，走和平發展道
路。
參加集會的民眾指，安倍內閣再次上台以
來，一步步使日本面臨着再次發動戰爭的危
險，每一名日本人都有責任勇敢地站出來，
「真希望能有100個身體，可以參加在日本各
地舉行的各種反對安倍政權的活動」。主辦
方負責人呼籲更多日本民眾加入到保護日本
憲法、反對安倍內閣倒行逆施的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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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海軍第十八批護航編
隊當地時間26日上午抵達荷蘭鹿特丹港，開始為期4天的
友好訪問。這是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訪荷。中國駐荷蘭大使
陳旭、駐荷中資機構代表、華人華僑以及荷海軍官兵700多
人冒雨列隊迎接。
當日上午10時，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長白山艦、運城艦和

巢湖艦平穩駛入鹿特丹港。在碼頭歡迎儀式上，荷海軍副
司令本．伯克令海軍少將對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訪荷表示歡
迎，指出荷方非常希望加強與中國海軍的交流合作，共同
致力於反恐反海盜任務，維護海上和平穩定。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指揮員、南海艦隊副參謀長張傳書少

將致辭表示，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是為和平友好而來，為加
深彼此了解而來，為增進中荷兩國的友誼和兩軍之間的交
流而來。相信此訪定能進一步架起中國與荷蘭的海上「亞
歐大陸橋」，推動兩國海軍的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發
展。
訪問期間，編隊官兵將與荷方相互參觀艦艇，進行反海
盜護航情況交流，舉行籃球、羽毛球友誼賽和艦艇開放參
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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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金融業亟需增聘內地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特區政府金融發
展局26日發表的有關香港金融服務業人力資源的報告
指出，增聘內地人才是香港金融服務業近期發展的重
要趨勢。其中，受聘擔任投資銀行工作的內地僱員人
數最多，有80%的相關受訪者表示這十年間的增幅超
過20%。
報告認為，增聘內地人才的原因是近年來內地經濟
增長帶動了香港金融市場相關的業務發展，以及內地
專才具備網路優勢並通曉中文等。2013年香港金融服
務業從業員人數超過23萬人，佔就業人口的6.1%。香
港人才庫的規模和專業知識多樣化，均較亞洲其他金
融中心更優勝。儘管如此，金發局在諮詢金融服務業
界過程中，發覺業內人才供求方面仍有落差。幾乎所

有受訪公司都表示，在招聘和挽留經驗豐富的員工方
面有困難，剛畢業的大學生欠缺業界知識和軟技能的
現象也很突出。
報告指出，目前各類工種都有人才短缺的問題，尤
以私人銀行和保險業最為明顯。以保險業為例，目前
越來越多內地旅客赴港購買保險產品，也有越來越多
內地保險公司為吸納這些客戶而在港開設辦事處。保
險業正不斷拓展，但業內專才數量並沒跟上發展趨
勢。
報告認為，隨着日趨全球化的經濟，加上內地企業
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很多來自內地的畢業生
和國際專才均裝備充足，擁有金融機構所要求的技
能。

本月5華人南非遇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南非約翰內斯堡26
日發生一起惡性刑事案件，造成一名華人遇難。當天
下午德班地區也有一名華僑因遭搶劫遇難。截至目
前，今年1月在南非共有5名華僑華人遇害。中國駐南
非大使館近日發佈安全提示，提醒旅南僑胞密切關注
當地治安形勢，切實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加強自我安
全保護。
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稱，26日早上8時30分左
右，四名歹徒闖入約翰內斯堡南部一處華人夫婦經營
的農場進行搶劫，導致受害者頭部重傷，並將受害者
妻子捆綁制服。歹徒逃逸後，受害者被緊急送往醫
院，但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據了解，受害者姓麥，今年49歲，廣東順德人，已
在南非經營農場20餘年。接到報案後，警民中心工作人
員立即趕往現場了解案情，並向遇害者家屬提供幫助。
目前，當地警方已着手調查此案，並提取相關證物。
同日，中國駐德班總領事館消息指，南非德班地區
一名華僑近日在遭遇劫匪搶奪貨車的過程中，跳車逃
生卻不幸身亡。中國駐德班總領館高度重視該案，第
一時間會見被害人僱主，了解案情，同時敦促德班警
方儘快破案，將兇手繩之以法。
南非約有50萬華僑華人。去年以來，發生多起針對

華僑華人的惡性案件，累計造成20名華僑華人遇害，
數十人受傷。

1月26、27兩日，中國發改委批覆5基建項目，分別為貴州省遵義至貴陽
公路擴容工程、遼寧省鐵嶺至本溪公路、杭州至南京高速公路浙江段

改擴建工程、香格里拉至麗江公路、江西贛江新干航電樞紐工程等項目，總投
資分別為223.5億元、79.7億元、29.5億元、203.2億元、35.35億元，五個項
目合計投資超571.25億元。這是2015年以來發改委第二次披露的基建項目。1
月16日，發改委批覆兩項鐵路和軌道交通項目，為濟南市城市軌道交通近期
建設規劃和新建彌勒至蒙自鐵路項目，總投資額為531.4億元。截至27日，發
改委總共批覆七個基建項目，總投資額1102.65億元。

民生項目加碼 重結構調整
業內專家表示，2014年，中國所批覆的各項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對拉動經濟

增長，緩解宏觀經濟壓力具有積極意義，有利於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
升級。今年繼續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特別是與民生相關的項目上加碼，更加
體現出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根本性變化，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加注重提質增
效。

利提振經濟 帶動實體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諮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在國家發展改革委所批覆的大批項目中，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將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起到支撐的作用，並且基礎設施投資將會對穩增
長、穩投資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今年在投資方面將會更加注重投資的效果和
效率，進而使中國經濟發展能夠保持穩步的態勢行進。
「預計今年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總體投資規模將近萬億元，其中『水十條』各
項措施落實到位的投資需求就將達2萬億元。」郭凡禮表示，去年批覆的萬億
元級別基建項目將在今年陸續上馬、落實，並且將帶動基建、鋼鐵、煤炭等行
業上下游企業發展，有望為其增加訂單，增加公司業績，從而帶動實體經濟增
速恢復。郭凡禮進一步分析稱，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
質量，國家積極發展文化娛樂產業、養老產業、生態環保產業以及信息技術等
現代服務業，新興產業、新經濟體的成長，有利於我國經濟中長期健康、有序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證券日報》及Wind資訊報道，中國國家發

展改革委26、27兩日五基建項目獲批。至此，2015年首月包括杭

州至南京高速公路浙江段改擴建工程等七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獲得

批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1月投資額已達1102.65億元(人民幣，下

同)。專家預計，今年基建項目總投資規模將破萬億，大規模基礎

設施建設將帶動基建、鋼鐵、煤炭等行業上下游企業發展。

中國發改委首月批覆基建項目
項目 投資金額(人民幣)

貴州省遵義至貴陽公路擴容工程 223.5億

遼寧省鐵嶺至本溪公路 79.7億

杭州至南京高速公路浙江段改擴建工程 29.5億

香格里拉至麗江公路 203.2億

江西贛江新干航電樞紐工程 35.35億

濟南市城市軌道交通近期建設規劃 437.2億元

新建彌勒至蒙自鐵路 94.2億

共計 1102.65億

基建項目即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基礎設施主要包括
交通運輸、機場、港口、橋
樑、通訊、水利及城市供排
水供氣，供電設施和提供無
形產品或服務於科教文衛等
部門所需的固定資產，它是
一切企業、單位和居民生產
經營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的物
質基礎，是城市主體設施正
常運行的保證，既是物質生
產的重要條件，也是勞動力
再生產的重要
條件。

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證網報道，多位銀行業內人士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
示，今年的信貸投放額度比往年「鬆一些」。按照慣例，各商業銀行每年
年初都會召開全年的信貸投放工作會議。一旦相關的政策、重點傾斜領域
等明確後，各地分支行就會加速投放貸款。
香港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近期召開的2015年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

會議透露了一些「風向」：大力支持「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
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實施，積極推動亞太地區基礎建設投資和互聯互通，加
大金磚國家金融合作。要以創新推動國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大對中西
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重點領域、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
另一家國有大行總行人士稱，今年肯定是要繼續壓縮一些限制類行業

的信貸投放，然後把額度調配到一些重點項目中，比如中西部地區一些
獲批的重大基建項目等。專家和銀行業內人士表示，2015年1月的新增
信貸規模料將突破萬億人民幣。瑞銀首席策略師陳李指出，這是基建投
資上升的巨大動力，預示未來新開工面積增速將上升。

今年基建項目或成重點

■■中國海軍第十八批中國海軍第十八批
護航編隊指揮員張傳護航編隊指揮員張傳
書少將與歡迎人群握書少將與歡迎人群握
手致意手致意。。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一月七基建項目獲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一月七基建項目獲
批批，，投資額達投資額達11021102..6565億元億元。。圖為杭州至圖為杭州至
南京高速公路南京高速公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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