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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12個談判
國達成基本協議，規模佔全球4成的巨大經濟圈將應運而生，而這對
未加入TPP的國家帶來何種影響引人關注。
據悉，TPP協定從完成談判到各國國會的最終批准，最後執行還有
相當長的時間。美國貿易專家預計，美國國會最早對TPP投票可能要
等到明年二月份，屆時正是美國總統大選黨內初選拉開帷幕的時候，
所以對TPP協定的投票不可避免會受到美國大選選情的影響，是否順
利通過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楊希雨對央廣網表示，TPP事實上在某
種程度上是有違開放原則的，因為自由貿易體系談判本身就應該是開
放的。但在TPP問題上，由於美國進來後，改變了開放的規則，跨太
平洋貿易協定、貿易夥伴，恰恰把太平洋西岸最大的貿易國給排斥在
外，這已經不是TPP的經濟協議所決定的，而是由美國的政治需求所
決定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認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但在參與新的經貿規則的制定上，並沒有搭上這班車；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的基礎在亞太地區，而中國又是這麼大的經濟體，
把中國排除在外，政治外交戰略上的考量非常清晰。對中國來講，不
管是規則、硬件、軟件等的限制或挑戰都比較明顯。中國要加強對其
他國家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安排。
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近年中國又與十多
個經濟體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去年中國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及亞投
行，更是吸引了包括英法德意等美國傳統盟友的加入，這些自然刺激
了敏感的美國。
奧巴馬更是在TPP達成基本協議的當天表示，「我們不能讓像中國
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
阮宗澤表示，美國推行兩洋戰略和太平洋戰略（TPP），出發點都
是要再重新書寫未來的貿易規則，實際上對全球的多邊貿易體制，特
別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起削弱作用，這和強化全球多邊
貿易體制的潮流背道而馳。

專家談「TPP將中國拒之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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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廣西海華蠔業近日與汶萊維斯瑪公司簽署大蠔養殖
合作意向書，項目總投資600萬美元，該項目進一步
加強廣西與東盟國家遠洋漁業合作。 ■新華社
近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擬在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實施
「通程航班」聯運、24小時直接過境旅客免檢和部分
境外旅客72小時過境免簽等政策。業內人士相信以上
政策有望很快落地。 ■《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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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晚，來自廣西柳州、河池等地的16名驢友在金
秀縣忠良鄉長灘河自然保護區失聯。截至6日11時，
搜救隊伍仍未能與失聯人員取得聯繫。 ■新華社
5日，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敦中國城的香港超級市場

發生致命槍擊案震驚社區，一名亞裔員工與經理爭吵
後，開槍將後者射殺，隨後飲彈身亡。 ■中新社

南京大屠殺申遺進入評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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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首：曾蔭權案不涉政治考量

美國等12國經貿部長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發表聯合聲明，宣
佈歷時5年多的TPP談判結束。各經濟體均表示關注。

中方持開放態度
就TPP談判結束，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6日在北京表
示，TPP是當前亞太地區重要的自貿協定之一。中方對符合
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有助於促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
建設均持開放態度，希望TPP與本地區其他自由貿易安排相
互促進，共同為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TPP談判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等所有
12個談判參與國一起決定的領域；二是諸如某種物品關稅減
免等雙邊磋商領域。
經過一系列拉鋸後，12個談判國同意進行自由貿易，並在
投資及知識產權等廣泛領域統一規範。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
宣佈，「經過5年多的緊張談判，我們成功達成了歷史性的
TPP協議，其在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同時，將在整個亞太地
區支持就業、推動可持續增長、促進包容性發展和創新。」
儘管各國部長在會議上達成基本協定，不過最終協議依然
需要得到各國國家最高領導層及議會的批准才會正式簽署。

美國藉TPP重回亞洲
對於美國來說，TPP協議為其打開了日本與加拿大的農業
市場，加強了對醫藥與科技領域技術產權的控制。美國總統
奧巴馬將TPP視為美國戰略重心重回亞洲的關鍵，並將此作
為他剩餘任期的第一要務，但他或將在未來幾個月面對來自
國會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經過近一周的

談判，「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5日取得實質性突破。美國、日本和其他10個泛

太平洋國家在亞特蘭大召開的部長會議上達成基

本協議，將消除從汽車到大米在內的眾多商品的

貿易壁壘。對於TPP談判達成共識，中方表示，

對協議持開放態度，希望TPP與本地區其他自由

貿易安排相互促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世界
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第12次會議在阿聯
酋阿布扎比開幕，與會成員將在3天內評審
全球各國約90項關於世界記憶遺產的提名，
其中包括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
慰安婦相關資料。
2014年 3月，中國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

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秘書處遞交了《南
京大屠殺檔案》和《「慰安婦」——日軍性
奴隸檔案》提名表，相關檔案名錄共11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簡要介紹中稱，《南

京大屠殺檔案》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
關於大屠殺事件(1937年至 1938年)；第二部
分關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戰後調查和

審判戰犯的文件(1945年至 1947年)；第三部
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構的文件(1952年
至 1956 年)。《「慰安婦」——日軍性奴隸
檔案》主要包括1931年至1949年關於「慰安
婦」的檔案，記錄了「慰安婦」的情況和痛
苦遭遇。
世界記憶工程又稱世界記憶遺產或世界檔案

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2年啟動的
一個文獻保護項目。其目的是對世界範圍內正
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
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從而使
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
目前，中國已有《清代大金榜》、《納西東

巴古籍》、《本草綱目》、《黃帝內經》等9
個項目成功入選世界記憶遺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紅色通緝令」通
緝的頭號嫌犯楊秀珠5日在紐約移民法庭受審。楊秀珠當
日庭審內容包括楊秀珠申請政治庇護和反酷刑保護，兩項
都沒有結果。
2003年4月，原溫州市副市長楊秀珠涉貪外逃。 據溫
州市紀委2004年通報，楊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額為
2.532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香港是法治
社會，律政司是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
何干涉。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案件是由律政司
作一個獨立的決定，沒有任何政治考量。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被廉政公署落案檢

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梁振英就事件
表示，本港是法治社會，律政司是主管刑事
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是來自《基本

法》條文規定。
梁振英又引述律政司司長袁國強5日表示，

曾蔭權案件由律政司作獨立決定，並沒有任
何政治考量。
梁振英又呼籲，目前不應滋擾曾蔭權及案
件相關人士。梁振英表示認同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5日對曾蔭權的評價，指曾蔭權長時間
服務香港社會，對香港社會、特區政府都有
多方面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世界銀行最新預測稱，2015年
全世界極端貧困人口將減少到7.02億人，佔全球總人口的比例有
望降低到9.6%，這也將是全球貧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
世界銀行宣佈，為反映近十年來全球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
世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國際貧困線標準從此前的每人每天
1.25美元上調到1.9美元。根據最新的國際貧困線，世行預測
今年全球貧困人口將從2012年的9.02億人減少到7.02億人，
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將從12.8%下降到9.6%。
另外，世界銀行於5日發佈《東亞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

報》，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左右，之後逐漸放緩，
繼續向以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轉型。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在2016-2017年可能逐步放緩，因為中

國擁有足夠的政策緩衝和工具來應對更顯著的減速風險，包括
相對較低的公共債務水平、限制在銀行體系之外儲蓄的有關規
定以及金融體系中的政府主導地位。
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十年裡，東亞及太平洋、南亞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三大地區佔了全球貧困人口的95%左右。根據2015
年的預測，這種情況幾乎完全顛倒過來。

「紅通」嫌犯楊秀珠尋求庇護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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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日本財務
大臣麻生太郎表示，日本、中國和韓國正在
討論本周可能在秘魯舉行三方財長會議。若
能舉行，將為三國舉行峰會緩解緊張關係鋪
平道路。
麻生太郎稱，他將在本周利馬舉行的20國
集團(G20)財長會議間隙，與中國財長樓繼偉
舉行會談。他表示「（兩國）將討論宏觀金
融，經濟和金融合作。」
麻生太郎2日呼籲中國提高經濟管理的透

明度，以幫助人民幣成為全球性貨幣。他還
稱，將告之G20其他成員日本經濟持續溫和
復甦，儘管有更多跡象顯示日本經濟可能已
再度陷入衰退。
日本經濟在第二季萎縮，第三季預計微幅

增長、甚至再度下滑，因為中國需求降溫給
已經表現疲弱的日本出口和工業生產帶來壓
力。
日本央行面臨進一步祭出刺激舉措以刺激

經濟的壓力，但該央行本周料將維持貨幣政
策不變，希望趨緊的就業市場能提振薪資和
消費，從而足以抵消中國放緩的影響。
在被問及日本央行是否應在本周政策會議

中放鬆貨幣政策時，麻生說：「回答這個問
題就等於干涉貨幣政策事務，我不會這麼
做。」若舉行中日韓財長三邊會談，則將是5
月三國金融首腦在亞開行年會間隙會晤以來
首次舉行此類會談。
是次會談可能將聚焦金融合作和經濟發展

問題，但也可能為今年稍晚三國舉行三邊峰
會鋪路。
日本媒體此前已報道稱，中日韓三國考慮

在11月左右召開三年來的首次峰會。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最初由智利、新加坡、新西蘭、汶萊於2005
年發起，其最重要的特點是相互取消關稅。
2008年美國宣佈加入，提出要創建一個高標
準、更廣泛的地區合作協定，澳大利亞、秘
魯、越南、日本等國在此後幾年陸續加入。
此次達成TPP協定的共有12個國家：美
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汶
萊、馬來西亞、越南、新西蘭、智利、墨西
哥和秘魯，其經濟規模佔全球經濟總量的
40%
TPP協定包含大量法律條款，包括投資、
服務、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知識產權、勞
工、環境等30個章節，其中農產品市場準
入、汽車業原產地規則、製藥業知識產權保
護是此前多輪談判的主要焦點。
經過激烈博弈，各方最終達成妥協，成功
結束TPP談判。依據協定，相關國家間約1.8
萬種商品的關稅將在未來一
段時間內逐步減少或完全取
消。

■新華社

李克強函賀屠呦呦獲諾貝爾獎李克強函賀屠呦呦獲諾貝爾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致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對中國著名藥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
醫學獎表示祝賀。
李克強在賀信中說，長期以來，中國廣大科技工作

者包括醫學研究人員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團結協
作、勇攀高峰，取得許多高水準成果。屠呦呦獲得諾
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
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
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希望

廣大科研人員認真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推進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瞄準科技前沿，奮力攻克難
題，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全國婦聯：中國女性的驕傲
同日，全國婦聯也致信祝賀屠呦呦獲諾貝爾獎。全
國婦聯在賀信中表示，欣聞屠呦呦榮獲2015年諾貝爾
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光榮，更是全
體中國女性的驕傲，全國婦聯代表全國億萬婦女，向

她致以熱烈的祝賀和崇高的敬意。全國婦聯在賀信中
號召廣大女性向屠呦呦學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屠呦呦：中醫藥送給世界的禮物
獲獎當日，屠呦呦向外界表達獲獎感言時指出，

「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對防治瘧
疾等傳染性疾病、維護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義。青
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範例，由此獲獎是中
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屠呦呦屠呦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
道，針對中國將南京大屠殺、「慰安
婦」相關文獻資料申請「世界記憶遺
產」的正常舉動，日本官方一直持反
對態度。
早在2014年6月，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要求中方撤回申遺。本月2
日，菅義偉又稱：「中國想對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進行政治利用，令人極為
遺憾。」
在反對中國正常申遺舉動的同時，
日本近年來在申遺過程中屢次篡改侵
略歷史的企圖。
如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今年

7月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一些遺

址在二戰期間存在強徵勞工的歷史，
但日本申報過程中卻有意淡化和迴
避，遭到韓國和中國方面的強烈反
對。
今年，日本共將「東寺百合文書」

和「流放西伯利亞日本戰俘歸國記
錄」兩項目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其中
「舞鶴遣返紀念博物館」保存了1945
年至1956年有關拘留和遣返人員的
記錄。
有觀點認為，日本此次特意拿出這
些記錄申遺，旨在講述日本戰俘悲慘
遭遇，借此突出本國作為戰爭受害
者，淡化其戰爭發動者和侵略者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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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