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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認為，對於中
國公司在俄羅斯戰略性油氣田獲取50%以上
股權的問題不存在政治障礙，但是大陸架油
氣田除外。俄羅斯總統普京此前表示，中國
或成為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創建的萬科爾油
氣田群開發項目的股東。 ■俄羅斯衛星網
俄羅斯鐵路公司第一副總裁、高速幹線公

司總經理亞歷山大．米沙林稱，兩家中國公
司將參與「莫斯科-喀山」高速鐵路項目設計
的競標。去年10月，俄中雙方簽署了發展高
鐵方面的備忘錄，備忘錄規定了高鐵項目在
設計、施工、維護、設備供應、投資和融資
方面的合作。 ■俄羅斯衛星網
2月28日，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的中國內地第
17家蘋果官方零售店開業迎客，這是東北地
區首家蘋果店。當天，排隊等待入場的「果
粉」人頭攢動，如朝聖般來到新落戶的蘋果
零售店。 ■中新社
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28日公開宣判
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犯受賄罪、巨額財產
來源不明罪一案。被告人倪發科犯受賄罪、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並
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一百萬元。 ■中新社
2月27日晚，由中國國務院僑辦組派的「文
化中國．四海同春」藝術團假法國巴黎頂級
演出場所會議宮，以一台充滿民族風情的晚
會與旅法僑胞喜氣洋洋地共度羊年新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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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使反駁「中國與亞洲將有一戰」論調

兩會兩會前前瞻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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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將聯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兩會將高度關注港澳台議題

美歡迎中國倡議設立亞投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7日下午，布魯
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喬納森．霍爾斯拉赫在
當地舉行《中國與亞洲將有一戰》新書發佈辯論
會，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曲星參會並對該書主要觀點
進行了犀利批駁。
曲星通過闡釋中國和平發展戰略、剖析新興大國
與守成大國的合作共贏範式，反駁書中的「武斷」
論點。曲星指出，該書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的核心利
益與和平發展無法兼得，歷史上大國政治的悲劇在
東亞無法避免。儘管問題並不僅僅來自於中國，但
前景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即
將來臨。

六要素界定華核心利益
對此，曲星說，《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明
確界定了中國的核心利益是「國家主權、國家安

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
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的基本保障」等6個要素，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
尋求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任何一個國家都
不會放棄的。因此，不能把核心利益與和平發展
對立起來。

書中觀點與事實不符
針對作者稱中國會因為領土問題「與鄰國陷入戰

爭」的觀點，曲星表示，從1949年至今，中國政
府通過外交談判與現有14個鄰國中的12個和平解
決了邊界問題，書中觀點與事實不符。他還表示，
中國在解決邊界問題上是非常務實的，既分清歷史
是非，又照顧現實情況。
曲星最後說：「我建議這本書再版時，在標題後

加一個問號，讓每個讀者看完後自己得出結論。這
樣更符合一個研究人員的判斷客觀和價值中立原
則。而這恰恰是一個學者最可貴的品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
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8日舉行新聞
發佈會，介紹農民工工作有關情況。
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表示，保障農民
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非常重
要，下一步，將進一步擴大城鎮義務
教育容量，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全
納入」。
劉利民指出，當前開展的主要工作

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保障入學機會
公平。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
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
保障範圍。二是保障教育過程公平。
對隨遷子女，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
費；並撥付相應教育經費。三是加大
財政獎補力度。中央財政以獎補資金
的方式，對各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
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予以獎勵性支持。
四是擴大城鎮教育容量。各地採取新
建、改擴建等措施，對縣鎮義務教育
學校進行改造，擴大公辦學校容量。
同時，加快小區配套學校建設，滿足
隨遷子女入學需求。五是創新教育管
理。為農民工隨遷子女提供了方便快
捷的學籍轉接服務，跨省轉學手續通
過網絡就可以全部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留學生數量和生
源國數量越來越多，是上海高校的一大風景。臨
近開學，校園及周邊的「洋面孔」隨處可見。
在這紅火景象的背後，上海戲劇學院教務處處

長厲震林更為關注的是如何提高留學生的質量，
因為這是評估高校國際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在他
看來，當前上海各個高校招收來華留學生主要是
以漢語進修為主，學歷生的數量還不算多。公開
數據顯示，2014年，上海市全年共招收留學生5.6
萬，其中學歷生只佔到了30%。
上海開放大學副校長顧曉敏發現，因為中文程

度達不到和中國學生同堂聽課的水平，一些高校
要求老師對留學生降低標準和要求，考試也另出

一套題目。不少留學生沒有通過HSK（中國漢語
水平考試），甚至一點中文都不會講，就已錄取
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顧曉敏認為，應該對這個群
體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教育，提高留學生教
育質量，進一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讓中國在世
界上樹立更加正面的形象。
事實上，上海已有高校在留學生教育管理上邁

出一大步。同濟大學嘗試與國（境）外著名高校
合作，實行學分互認、雙學位以及聯合辦學項
目，又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促進中外學生在第二
課堂活動中的交流、交融，讓留學生加深對中國
文化的了解，在促進留學生規模和質量穩步提升
方面頗具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副國務卿溫迪
．舍曼27日在表示，美國樂見中國保持穩定與繁
榮，中國的成功會讓美國受益。她還表示，只要
符合類似國際機構的標準，美國歡迎由中國倡議
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
行」）。
舍曼當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美國在東

北亞以及亞太地區的政策發表講話。在談及中美
關係時，舍曼稱，回顧兩國交往歷程，美中關係
曾出現過起伏，但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一貫的。從
尼克松到奧巴馬，美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發展雙

邊關係，始終致力於擴大共識、減小分歧。隨着
美中關係逐漸走向成熟，兩國的高層交往也更加
坦率、直接。在一些敏感問題上，雙方能進行坦
誠對話。
在談及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時，舍曼表示，多

邊銀行對於亞洲各國的發展起着重要作用。她
說，「只要符合類似國際機構的標準，美國歡迎
由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舍
曼表示，世界範圍內現有多家開發銀行和投資銀
行，並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這套制度
體系應該被所有機構遵守並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2月23日，少
林寺方丈釋永信親自向新南威爾士州肖爾黑文市市
長支付約416.2萬澳元的支票，結清購地所有款項，
時隔9年重啟少林村房產開發項目。報道指，該項目
除計劃建造一座少林寺澳洲分寺外，還包括一間四
星級酒店等設施。
肖爾黑文市議會新聞官理查德．潘恩表示，該項

目總費用預計在3.6億澳元，目前新南威爾士政府已
經批准通過了該項目。其中包含一座少林寺澳洲分
寺，一間四星級酒店，一所少林功夫學院以及相關
教學配套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 中國駐韓國大
使館和21世紀韓中交流協會27日下午在首爾聯合
主辦「2015年新年會」，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
21世紀韓中交流協會會長金漢圭、韓國國會副議

長鄭甲潤等兩國300餘名重要人士出席了活動。
邱國洪在致賀辭世表示，中韓兩國將相互支持

和配合舉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70周年、韓半島光復70周年紀念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過去一年，香港、澳門、台灣都出現
了一些新情況、新變化，有關議題將
在兩會上受到高度關注。

香港：「佔中」過後面臨新課題
去年，香港發生了長達兩個多月

的「佔中」非法集會，儘管受到干
擾，但香港政改進程仍在有序推進。
香港社會各界如何在法治軌道上，充
分利用好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釋
放出的協商空間，凝聚共識，縮小分
歧，完善細化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程序方案，是政改諮詢的中心任務。

澳門：續推經濟適度多元化
2014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15周

年，習近平主席蒞臨澳門發表重要

講話，為澳門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如何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
斷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取得實質性
成果，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
心」等，是特區政政府的重大考
驗。

兩岸：穩定大局 優先利民
去年兩岸關係克難前行，繼續保

持了和平發展勢頭，取得新的積極進
展。但去年11月台灣地方「九合
一」選舉後，台灣政局發生重大變
化，兩岸關係深層次矛盾也有所凸
顯。
如何應對民進黨的上升勢頭，如

何確保兩岸關係這艘大船在堅持「九
二共識」、反對「台獨」，應是今年
兩會的代表委員們關心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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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穆虹1956年 12月生，籍貫遼寧省大連市，
1982年7月進入國家計委工作，歷任副處長、處
長，1998年6月任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投資司副
司長，2005年12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
主席、黨組成員，兼自治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
任、黨組書記。2014年1月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兼任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穆虹任中央深改辦常務副主任

少林寺斥3.6億澳洲建分寺和酒店

■■少林寺澳大利亞分寺構想圖少林寺澳大利亞分寺構想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滬高校擬對留學生強化中華文化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要科學統籌
各項改革任務，協調抓好黨的十

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改革舉措，在法
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突出重點，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擊
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
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處理好改
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
的關係，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
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
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要求充分展示改革含金量
學者注意到，習近平在講話中不光
是強調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密切相
關，改革要在法制下推進，法制要在
改革中完善，同時強調改革要對準焦
距、找準穴位、擊中要害，表明改革
的「試金石」是人民的獲得感。這一
次的新春「總部署」實際是在為2015
年的中國改革校準指針和上緊發條。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習
近平此時在深改組會議上的講話首先
是部署落實2015年深化改革的一些重
大舉措。
汪玉凱認為，「依法治國和全面深
化改革，這兩者的關係如何協調，在
中國改革進程中至關重要，習近平此
次在深化改革的大環境裡強調了處理
好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關係，
意義不凡。」
改革成果從高層決策，到有一些相
關具體的落實，之間存在時間差。在

此期間要讓社會民眾的信任不降低，
而且選準時點往上升，往往需要一個
合理的區間，涉及到對社會公眾的預
期心理的把握和調整。習近平在講話
中說，強調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
里」和「最後一公里」的關係，讓人
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正是對於「最
先」和「最後」的區間提出了具體要
求。

通過《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中國足
球改革總體方案》、《關於領導幹部
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
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深
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方案》、《上
海市開展進一步規範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工作的
意見》。
汪玉凱認為，圍繞司法公平公正和

抵制司法腐敗，權力對司法的干預，
把改革落到實處，《關於領導幹部干
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
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和《深化
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方案》是依法治
國進行司法改革的重大舉措。
會議還提出，領導幹部的家風，不

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中央有關方
面將完善領導幹部親屬經商辦企業、
擔任公職和社會組織職務方面的規
定。對上海進行這項工作試點，中央
有關部門要總結經驗，在試點基礎上
擴大試點、逐步全面推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步入「關鍵之年」的中國改革將怎樣繼

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月27日主持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深改組)

第十次會議給出答案——於法有據、瞄準要害、防止不作為，強調改革要

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習近平提出以「施工圖」方式，明確四中全會190

項改革舉措的改革路徑、成果形式、時間進度。

■■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圖為習近圖為習近
平去年看望在德國訓練的中國少年足球運動員平去年看望在德國訓練的中國少年足球運動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穆虹穆虹((右右))任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任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
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