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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人才交流會簽約2200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為期兩天的第十三屆中國
國際人才交流大會19日在深圳落幕，中國各省市與專業組
織、培訓機構、留學人員達成的引智項目合作意向達2,200多
項。
大會共有來自72個國家和地區的4,200多家海外專業組

織、培訓機構、高等院校、人才中介和科技企業參與，海外
代表3,500多人，中國各省市人力資源、外專系統、企業等單
位共5,800多位專業代表參會。
本屆大會主要包括15個板塊，涵蓋展覽洽談、人才招聘、

項目對接、高峰論壇、人才培訓、專題研討等各項內容，新
增了中國國際軟件人才項目投資交流會、亞太人力資源開發
與服務博覽會，還新增了跨國技術轉移大會深圳峰會、國際
教育展、國際職業技術教育展等多項內容，從規模和內容上
來講超越以往各屆。

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主席夫
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
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栗
戰書，國務委員楊潔篪等。

習近平：像到兄弟家
訪問巴基斯坦前夕，習近平在
巴《戰鬥報》和《每日新聞報》
同時發表題為《中巴人民友誼萬
歲》的署名文章說「我期待着即
將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這
是我首次訪問巴基斯坦，但我感
覺就像到自己兄弟家中探訪一
樣。」

巴基斯坦戰機隊護航
習近平這次訪問巴基斯坦是
2015年的第一次出訪，借此體現
了中國對巴基斯坦這個「鐵桿朋
友」的特殊感情，巴基斯坦也將
以最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巴基斯
坦GEO電視台稱，中國主席的專
機進入巴境內後，將有8架中巴聯
合生產的梟龍戰機組成編隊為專
機護航。
去年，巴國侯賽因總統和謝里
夫總理分別兩次來華，兩國領導
人就進一步深化雙方戰略合作達
成重要共識。從兩國高層交往來
看，雙方已下決心將兩國高度政
治互信轉化為更多合作成果。這
裡面，經濟和安全合作被視為是
進一步推進中巴關係向前發展的
「兩個輪子」。

在經濟合作方面，中國正在積極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外交
部長王毅在今年2月訪問巴基斯坦
期間表示，如果把「一帶一路」比
作各國共同參與、共同受益的「交
響樂」，那麼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就
是這首交響樂第一樂章中的華彩旋
律。
與之相應，包括中巴經濟走廊

遠景規劃聯合合作委員會等重大
合作已啟動，喀喇昆侖公路、加
達尼和塔爾能源項目、瓜達爾港
口運營、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
路等項目得到積極推進。

雙方將發表聯合聲明
據透露，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期

間，雙方將發表聯合聲明，並簽署
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經貿、金
融、科技等領域合作協議。其中一
些項目應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密切
相關。
在安全合作方面，北京大學南

亞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認為，恐
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抬
頭是中國和巴基斯坦都必須加以
警惕的，如「東伊運」恐怖組織
對兩國和平與穩定構成共同威
脅。習近平此訪將促成兩國更加
緊密攜手，共同打擊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義，維護共同安全和地區
和平穩定。
與此同時，中國和巴基斯坦在

密切人文交流、加強在重大國際
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作等方
面亦將達成諸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日報》報道，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經
濟社會問題專家米爾．舍爾巴茲．赫特蘭受訪時稱，瓜達爾港稱作
是整個阿拉伯海沿岸地區及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遊戲改變
者」。瓜達爾港對於推動中巴兩國和本地區內的經濟轉型，實現南
亞中亞的互聯互通意義重大。
米爾指，據瓜達爾港發展局的預期，在未來30年內將有170萬經

濟移民遷移到瓜達爾港。同時，新建的住宅區、酒店、學校、醫
院、道路正在成為瓜達爾港現代化步伐的縮影。瓜達爾港的建設，
能帶來積極的外溢效應。
米爾確信瓜達爾港項目的建設和運營有利於成為「發展促和平」

的成功典範。瓜達爾港的建設將為俾路支斯坦省帶來經濟上的大繁
榮，尤其是有助於解決青年人口就業問題，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不穩
定因素的滋生土壤。

巴專家：瓜達爾港互聯互通南亞中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南非排外騷
亂已被基本控制，18日晚至19日晨，騷亂重災
區德班和約翰內斯堡基本未再發生打砸搶事
件。南非警方說，警方共逮捕110餘名參與打
砸搶的嫌疑人。
南非內政部長吉加巴19日表示，作為一項重

要的預防舉措，已向邊境地區派遣350名軍
人。中國駐南非大使館發言人潘鵬參贊表示，
中國駐南非當地使領館已經就騷亂波及的僑
民，跟當地警方提出交涉，要求警方採取行動
抓捕暴徒，同時要求他們在僑商商舖集中的地
區部署充足的警力保護僑商安全。
另外，中國駐南非當地使領館已經和警民合
作中心以及各個僑社負責人一起研究應急預
案，並連續發佈警示提醒，讓當地僑胞密切留
意所在地區的安全形勢，切勿進入騷亂地區。
「近期我們也留意到南非政府已經在採取積極
措施，防止騷亂進一步蔓延，包括南非總統、
外長、內政部長都已經專門發表聲明，強烈譴
責暴徒，緊密部署民警加強早晚間的巡邏。」
潘鵬說，目前整體形勢是可控的，並未嚴重到
需要撤僑的局面。新聞速遞

南寧海關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廣西與東
盟貿易總額為365.4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
增長39.1%。東盟繼續保持廣西最大貿易夥
伴地位。 ■新華社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第十二次全國國
民閱讀調查。去年中國成年國民圖書閱讀率
為58.0%，較前年上升0.2個百分點。成年國
民上網率為65.8%，通過手機上網的比例增
幅明顯。 ■中新網
2015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上海車
展）於20日開幕。此次將推出全球首發車
109輛，新能源車103輛，概念車47輛。

■中新網
2013年以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共
審查逮捕外國人在京涉毒案件18件18人，其
中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5人，涉嫌販賣毒品罪
13人。犯罪嫌疑人多為非洲籍人員，常結伴
作案。 ■中新網

粵津閩自貿區總體方案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20日，中國國務院印發廣東、福建、

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和進一步深化上海自貿區改革開放
方案；同時，國務院辦公廳還印發《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
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適用於上
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着眼4領域改革創新
新設的三個自貿試驗區複製了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成功經驗的同

時，在投資管理制度、貿易監管、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後監管等4個
領域改革創新，並進一步提出了行政諮詢體系、審管分離、審批
歸口的一些新做法。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介紹，4個自貿試
驗區繼續以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為目標，具體從堅持制度創新；
服務國家戰略；建設開放高地；輻射帶動周邊；有效防控風險五
個方面，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

清單列明外資准入
自由貿易試驗區負面清單列明不符合國民待遇等原則的外商投資准

入特別管理措施，共計50個條目、122項。主要特點包括：一是提高

開放水平。負面清單之外，原則上對外開放。二是轉變管理方式。負
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內外資統一管理，外商投資項目和企業設立基本
實行備案制，切實提高投資便利化水平。三是完善准入體系。
自由貿易試驗區負面清單的制定，系統梳理了涉及外資的各類
政策法規，清單中的特別管理措施涉及國民待遇、高管要求、業
績要求等方面，為投資者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准入指南，大大增強
了外資政策的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
次會議20日在北京開幕。三次提請審議的廣告法修訂草案（以
下簡稱「草案」），對備受關注的明星廣告代言有了更嚴格規
定。
該草案規定，對在虛假廣告中作推薦、證明受到行政處罰未

滿三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得利用其作為廣告代
言人。對虛假宣傳泛濫的藥品、保健品廣告，全國人大法律委
員會建議將保健食品廣告準則單列一條，並增加規定，保健食
品廣告不得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不得聲稱或者暗示廣告

商品為保障健康所必需，並應當顯著標明「本品不能代替藥
物」。
針對一些媒體以健康、養生欄目等形式變相發佈醫療廣告，

誤導消費者的現象，草案對此增加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
報刊音像出版單位、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以介紹健康、
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佈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和保健食品廣
告。草案建議，醫療機構違法發佈廣告，情節嚴重的，除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法處罰外，衛生行政部門可以吊銷診療
科目或者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

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擬三年禁代言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擬三年禁代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主
任葉興慶在「新型城鎮化與土地制度改革」研討會上透露，在全
國人大授權33個縣進行為期3年的土改試點之後，中國將在
2018年全面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葉興慶坦言，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曾做過

研究，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對土地徵遷、宅基地、集體
建設用地制度進行改革，會涉及8部法律、24個條款進行修改。
這意味着，在33個縣（市、區）之外，國內一些地方涉及「三
地」的土改，本身就與土地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相衝突。
葉興慶表示，城市建成區和城鄉結合部的集體經營性集體建設

用地達到4,200多萬畝，但它們的權能小於國有土地，原先不能
進行抵押，按照本次改革方案，上市不能突破規劃用途管制。
招商證券分析師表示，通過土改，農資行業集中度有望提高，

龍頭迎發展良機。隨着農業改革創新的推進，新型城鎮化將加快
專業化分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壯大，農業走向規模化經營之
路。

中國2018年全面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0日乘專機日乘專機

離開北京離開北京，，應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侯賽因和總理謝里夫應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侯賽因和總理謝里夫

邀請邀請，，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巴基斯坦這個巴基斯坦這個「「鐵桿朋鐵桿朋

友友」，」，是中國的重要鄰國和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是中國的重要鄰國和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半個多世紀半個多世紀

來來，，中巴友好關係不受國際形勢變化的干擾中巴友好關係不受國際形勢變化的干擾，，始終向前發展始終向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此次，習近平在2015
年首次出訪便選擇了周邊國家，足見中國對周邊外交環境
的重視，并為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命運共同體布局。
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魏玲表示，從「一帶一路」、

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經濟合作倡議，習近平提出的「中國
理念」、「中國方案」顯示出中國致力於同周邊及世界各
國打造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也顯示出周邊外交在中
國外交戰略中的首要地位。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翟崑認為，此次習近平出訪

的巴基斯坦，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重要
合作夥伴，也是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通過『一帶
一路』、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平台，中國致力於和亞洲乃
至世界各國建立命運共同體。

重視周邊國家打造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今年首訪 抵巴基斯坦習近平今年首訪 抵巴基斯坦
推動經濟走廊建設 加深推動經濟走廊建設 加深「「鐵桿朋友鐵桿朋友」」感情感情

■中國將在2018年全面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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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南非莫桑比克民眾遊行抗議南非排外暴
力事件。 新華社

由米蘭世博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KIP基金
會與絲綢之路文化之旅組委會共同設立的「絲
綢之路館」將亮相2015米蘭世博會。■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香港特區政府20日公
佈，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
(21日)上午將前赴南沙，出
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
試驗區」（自貿區）掛牌儀
式，見證首批粵港澳企業進
駐自貿區。
根據官方公佈，陪同梁振

英此行的特區政府官員，包
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等。在行程中，梁振英也會
為南沙粵港澳（國際）青年
創新工場和前海香港優勢產
業發展基地項目頒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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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巴基斯坦，是一個多民族伊斯蘭
國家，95%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國
語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位於南亞次大
陸西北部，東北與中國毗鄰。巴原為英
屬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8月14日，巴
基斯坦宣告獨
立，1956年 3月
23日，巴基斯坦
伊斯蘭共和國成
立，仍為英聯邦
成員國。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20142014年年1111月月，，習近平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習近平會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0日日，，工作人員正在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片區管委會大樓前將福工作人員正在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片區管委會大樓前將福
建自貿試驗區揭牌儀式的牌匾掛起建自貿試驗區揭牌儀式的牌匾掛起。。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