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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習近平：：支持印尼發支持印尼發展展「「海上高速公路海上高速公路」」
會見印尼總統佐科會見印尼總統佐科 強調雙方加強多領域合作強調雙方加強多領域合作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
曉靈27日在海南博鰲表示，目
前中國國內的資產管理市場上，
包括部分信託產品、理財產品出
現風險之後，都或明或暗地被剛
性兌付，這是中國金融業發展最
大的障礙，需要破除。■中新社
江西婺源警方日前搗毀一個特

大越南新娘詐騙犯罪團夥，在多
個省市抓獲11名涉案人員。公
安是在接到多名村民報警稱其以
3萬至6萬元人民幣「購買」的8
名越南籍新娘去年3月集體失蹤
後，成立專案組調查並偵破案
件。 ■新華社
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由中澳合作完成、講述
二戰時一批碼頭工人拒為日本搬
運生鐵及罷工的反戰紀錄片《生
鐵鮑勃：1938 達爾弗拉姆事
件》將於今年9月在南京舉行中
國區首映式暨主題音樂會，並在
北京、上海等地上映。■新華社
曾任盧武鉉政府時期國防部長

官、前青瓦台安保室室長金章洙
被正式任命為韓國駐華大使，成
為中韓建交來首位軍人出身的韓
國駐華大使。 ■中新社
北京公布高考高招重點改革項

目，將更注重學生獨立思考和運
用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同時取消多項競賽、體育特長生
加分政策，但就保留「烈士子
女」、「歸僑、華僑子女、歸僑
子女和台灣省籍考生」以及少數
民族等加分項目。 ■中新社

新聞速遞

排隊十小時排隊十小時 送別李光耀送別李光耀

中國出重拳為房地產「擠泡沫」

國防部：對徐才厚案其他涉案者一查到底

穗推千億招商項目 火車站將改造

荷收藏家：肉身佛像如證被盜願歸還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中通社電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26日表示，對徐
才厚案件其他涉案人員將繼續依法調查，堅持一查到底、絕
不姑息。
耿雁生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全軍和武警部隊堅決貫徹習
主席重要決策指示，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堅持有腐必
反、有貪必肅，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以軍中絕不
允許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的鮮明態度，打「老虎」、拍「蒼
蠅」，特別是嚴肅查處了徐才厚、谷俊山、楊金山等一批大
案要案。他稱，由於徐才厚病亡，根據法律的規定，軍事檢
察院對徐才厚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其涉嫌受賄犯罪所得依法
處理。對徐才厚案件其他涉案人員，我們會繼續依法進行調
查，堅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耿雁生說，前不久公布了第二批查處的軍級以上幹部重大
貪腐案件情況，再次彰顯了軍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堅定
決心，有利於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充分發揮警示威懾作用，
形成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
耿雁生說，軍隊開展巡視工作，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
腐敗工作的一項戰略性制度安排，當前主要是按照年度計劃
扎實推進巡視工作，實現巡視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
訊 綜合中新
社消息：中國
國防部發言人
耿雁生26日在
例行記者會表
示，在今年 9
月 的 閱 兵 式
上，中方將邀請外軍派員參加閱兵式。
耿雁生指出，按照國際慣例，中國軍隊邀請參加

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
作戰的國家，以及其他有關國家軍隊派員參加閱兵
式並出席觀摩活動。針對外界關注的閱兵式地點，
耿雁生表示，以往國慶閱兵在天安門廣場舉行，
「目前沒有聽說在其它地方舉行的消息。」他指
出，中方組織的相關閱兵活動不局限在中國的範
圍，因此這次閱兵將邀請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前來觀
摩，也邀請了一些國家軍隊派員參加閱兵式和觀摩
活動。耿雁生同時證實，中方將派方隊參加5月在
俄羅斯莫斯科舉行的閱兵儀式。
另一方面，針對3月中旬緬甸軍機炸彈落入中國

境內造成五名中國平民遇難一事，耿雁生表示，中
緬兩國專家組已在相關地區進行聯合調查。
耿雁生指出，緬北地區發生衝突以來，為了維護

中緬邊境地區的安全穩定，保護邊境地區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中國邊防部隊加強了一線巡邏執勤密
度，增設了執勤點位，對重要通道、敏感地段加大
了管控力度。空軍也加強了中緬邊境空情的監控，
嚴密關注空情動態，積極展開處置行動，維護國家
領空主權。
針對有報道稱，緬甸軍方指出果敢武裝招募中國

退役士兵充當僱傭兵同政府軍作戰一事，耿雁生予
以否認，稱中方一向尊重緬甸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利用中國領土從事破壞中緬
關係和邊境地區穩定的活動。

據新華社電：持有疑似福建「章公六全祖師」
肉身佛像的荷蘭私人收藏者26日表示，如果能夠
證明這尊佛像確實是福建村民聲稱被盜的那尊，
他願意歸還佛像。
據荷蘭《鹿特丹商報》報道，佛像持有者是阿

姆斯特丹的一名建築師，當年曾花4萬荷蘭盾
（約合今天1.8萬歐元）買到佛像。
收藏者表示錢不是重點，曾有人出價1000萬

歐元購買這尊佛像，他也沒有出手；如果佛像確
實是福建陽春村供奉的祖師，他願意歸還。藏家
還表示，他不希望佛像進入博物館，只願意把佛
像歸還原本所屬的村莊。
收藏者強調，迄今，他通過媒體見到的被盜佛
像圖片確實與他手中的佛像相似，但中國媒體的
報道稱，福建佛像是1995年農曆十月被盜，而他

有證據表明自己在1995年中就在荷蘭見到了這尊
佛像，因此他並不確信這兩尊佛像是同一尊。包
括DNA檢測等進一步研究將有助於核實佛像的
身份，收藏者表示願意花錢繼續研究，直至驗明
佛像正身。
收藏者還說，他絕對不能暴露身份，因為佛像

一事在中國和國際上已經引起很大爭議，他不希
望「家門口出現生氣的中國人」。
有關佛像去年1至8月在荷蘭德倫特博物館展
出，博物館策展人范菲爾斯特倫表示，如果福建
村民、中國文物管理部門或中國其他任何相關政
府部門能夠提供更多關於被盜佛像的信息，最好
是翔實文件，德倫特博物館可作為中間人，協助
中方與佛像收藏者之間的聯絡，開始進一步的核
實和商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6日下午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國事訪問並
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的斯
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
李克強表示，中斯互為友好鄰

邦，願與斯方共同維護好、發展好
兩國傳統友誼，拓展和深化務實合
作，促進中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
展。
李克強指出，中國致力於打造周

邊命運共同體，既讓周邊國家得益

於中國的發展，也使中國從周邊發
展中受益。中方願繼續鼓勵中國企
業赴斯投資興業，參與斯基礎設施
和大型工業項目建設，幫助斯提高
工業化水平，帶動當地發展和就
業。希望斯方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
定性，為中國企業提供良好投資環
境，切實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西里塞納表示，斯新政府願進一步

鞏固和發展斯中友好合作關係，希望
中方加大對斯投資力度，願同中方在
國際事務中加強交流與合作。

李克強：續鼓勵中國企業赴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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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報道，針對多地樓市庫存高企、難
以消化的狀況，中國官方出台房地產新政，從土地供應、住
房供應套型、與保障房統籌等環節加快庫存消化，化解供應
過剩帶來的風險。
中國國土資源部27日發佈的消息稱，該部門已與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聯合下發《關於優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應結構促
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該政策被視為中國官
方為化解部分地區樓市供應過量、「擠泡沫」的一記重拳。

要求部分縣市減少供地
在土地供應方面，新政指出將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

和其用地供應規模。住房供過於求的，要適當控制2015年住
房開發建設規模、進度。住房供應明顯偏多的市、縣，應減
少住宅用地供應量直至暫停計劃供應；住房供求矛盾比較突
出的熱點城市，應根據市場實際情況有效增加住宅用地供應
規模。

推進住房保障貨幣化
在住房供應套型方面，新政規定，對在建商品住房項目，

在不改變用地性質和容積率等必要規劃條件的前提下，允許
對不適應市場需求的住房戶型做出調整，支持居民自住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產供應明顯偏多或在建房地產用地規模過大的市、
縣，可以根據市場狀況，研究制訂未開發房地產用地的用途
轉換方案，通過調整土地用途、規劃條件，引導未開發房地
產用地轉型利用，用於國家支持的新興產業、養老產業、文
化產業、體育產業等項目用途的開發建設，促進其它產業投
資。
此外，新政稱，進一步加大住房保障貨幣化工作力度，

市、縣可將符合條件的商品住房作為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賃
住房房源。另外，將加大市場秩序和供應實施監督力度。對
有違法違規行為的房地產企業，予以相應處罰；情節嚴重
的，依法註銷其資質證書。

中新社電 據台灣《中國時
報》報道，台灣當局領導人馬
英九日前談及「習馬會」稱，
「不強求也不放棄」。
報道說，馬英九表示，有沒

有「習馬會」要看機遇，他
「不強求也不放棄」，只要是
對鞏固兩岸和平繁榮有幫助的
事，他都願意去做。
據報道，馬英九表示，推動

兩岸關係，不管「習馬會」或
其他作為，主要目的是鞏固兩
岸的和平及繁榮。只要是能讓
兩岸的「超穩定架構」（指九
二共識）持續下去的事，他都
願意做。他同時稱，「不會隨
隨便便就去做，一定會讓大家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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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歡迎佐科訪華並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習近平表示，中國和印尼在
實現國家發展、推進民生改善方面面臨着相同任務。兩國要不斷加強戰略

互信，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建設好雙邊合作機制，加強政黨合作和地方交往，
交流治國理政經驗。中方願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支
持印尼發展「海上高速公路」，積極參與印尼港口、高鐵、機場、造船、沿海
經濟特區建設。雙方應該深化海洋、經貿、能源、電力、農業、漁業、科技、
航天等領域合作，加快推進綜合產業園區建設。中方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參與印
尼建設，願同印尼方擴大雙向投資規模，加強產能合作。雙方應該加強防務、
執法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支持印尼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
習近平指，中國和印尼戰略依存度高，發展互補性強，互利合作潛力巨大。
去年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時，一致同意將兩國關係高水
平定位盡快轉化為實實在在成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這次訪問恰逢兩國建交
65周年，必將深入推進中印尼各領域務實合作。
習近平表示，雙方要共同規劃並辦好中印尼建交65周年相關慶祝活動，加強
青年、宗教、學術等領域交流合作。中國支持印尼舉辦萬隆會議60周年相關紀
念活動，推動亞非各國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今年是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希望雙方共同開展紀念活動，維護世界和平。

印尼歡迎華資華企參與建設
佐科表示，印尼和中國地理相近，是親密的朋友。進入21世紀，國際經濟政
治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印尼和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
用。世界各國應該以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為契機，呼籲停止暴力，通過對話解
決熱點問題。印尼期待習近平主席出席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活動。當前，印尼
和中國都在努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合作互補性強，前景廣闊。印
尼歡迎中國國有和民營企業參與印尼港口、機場、水壩等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
特區建設。希望雙方擴大貨幣互換規模，努力使兩國貿易2020年達到1,500億美
元，歡迎更多中國旅遊者訪問印尼，擴大社會文化領域交流。印尼願意同中方
加強反腐、反恐、執法、打擊跨國犯罪領域合作。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經貿、基礎設施建設、航天、稅務、海上搜救
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6日在人

民大會堂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共同總結中

印尼關係發展取得的成功經驗，對兩國未來合作作出規劃和部

署，中方願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支持

印尼發展「海上高速公路」，並提出雙方應加強防務、執法合

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27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哈薩克
斯坦總理馬西莫夫。
習近平強調，中哈產能合作將給兩國加
深利益融合帶來新機遇，雙方要扎實開
局，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培育新的合作增
長點，打造中哈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要落
實好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諒解備忘錄，推
進重大項目合作，深化產能合作，推進金
融合作，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同哈方
「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對接，使兩者相
互促進。

馬西莫夫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提出的
「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有很多共同性，
為兩國合作提供了新機遇，哈方希望通過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歐亞經濟
合作基金、絲綢之路基金等平台加強同中
方合作。習近平指出，中哈都是上海合作
組織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的創
始成員國，中方願同哈方一道推進兩機制
的完善和發展。中國希望同哈薩克斯坦人
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紀念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0周年。

習近平：加強絲路經濟帶與哈方對接

中新社電 新加坡為前總理李光耀安排的國葬目前正在緊張籌備中。目前仍
有成千上萬人前往停放李光耀靈柩的國會大廈表示悼念。截至26日晚，前往
新加坡國會大廈向李光耀靈柩致哀的民眾累計已超過12萬人，很多人依然在
徹夜排隊等候入場。根據27日上午新加坡官方的最新數據，排在隊尾的人需
等待長達十個小時才能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6日舉行的2015年中國廣州
國際投資年會，重點推出21個招商項目，總投資超過1,100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廣州火車站將投資270億進行改造。
據了解，此次「國際投資年會」向國內外投資者重點推介21

個招商項目，總投資額超過1,100億元。九成額度集中在交通領
域，包括軌道交通、交通樞紐、高速公路、港口建設。投資額
最大的是地鐵11號線建設，達414.72億元；廣州火車站改造和
廣州北站綜合交通樞紐工程，分別投資270.3億元和107億元。
地鐵11號線路全長43.2公里，將建設為連接越秀、荔灣、天

河、白雲、海珠區的市區大環線。
廣州火車站改造主要建廣清、廣佛肇、廣佛江珠等城際軌道

引入廣州站線路及站場，站台規模由4台7線擴建為10台20
線。廣州北站綜合交通樞紐項目包括地鐵九號線、廣清城際、
廣佛環線、穗莞深城際引入北站線路及站場設施，重點道路改
造以及北站與機場快捷接駁、北站商圈開發。
本次投資大會唯一的港口項目——南沙港區近洋碼頭工程，
計劃總投資21.5億元，規劃總用地53.6萬平方米，佈置泊位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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