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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英國貿易投資總

署、英國普羅派樂衛視共同主辦的首屆中英媒體
圓桌會議23日在倫敦舉行。來自兩國政府機構的
代表、媒體行業負責人和專家學者等圍繞媒體產
業發展、重大新聞事件報道、新媒體與傳統媒體
融合發展、中英媒體交流合作等議題展開討論。

■新華社
四川省紀委24日發佈消息稱，成都市委副書記

李昆學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中新社

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JLG）第十三次會
議當地時間11月2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幕，中
國駐美國使館臨時代辦吳璽、美國國務院特別顧問
托馬斯·香農出席會議開幕式並致辭。雙方均強調
將繼續拓展和深化雙方執法部門合作。 ■中新社
由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自主研發並投入生

產、安裝的國內第一台「重離子治療腫瘤專用裝
置」所有元器件均完成自主測試，計劃2016年1月
進行臨床試驗。 ■中新社
今年入冬以來廣東首例人感染H7N9流感出現在

梅州地區。疾控專家提醒，冬春是流感高發季節，
市民不要接觸活禽，可進一步降低感染風險。

■文匯網
一家中韓合資企業計劃在天津建造全球最大克隆

工廠，最終每年生產100萬頭克隆牛，還將生產狗
甚至瀕危物種。 ■《金融時報》
廣鐵集團發佈消息，自11月28日起，開行珠海
至北京西 D924/3次、珠海至桂林北 D2368/7次
高鐵各 1 對，這是珠海首次開行跨省列車。

■央廣網

中國中東歐規劃五年大計
「16+1合作」邁向新起點 將發表兩份重磅文件

■李克強在蘇州會見來華出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
國家領導人會晤的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中新社

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於11月24至25日在中國蘇州舉行。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介紹，中國—中東歐合作，又稱「16+1合

作」，是中國同中東歐16國為深化傳統友誼，加強互利合作而創建的合作新
機制。去年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李克強說：「中國著名的
皇家園林頤和園有座17孔橋，也許中國的先人早在幾百年前就有預見，17
孔橋可以象徵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的合作之橋。」

規劃未來五年合作發展
此次會晤的主題是「新起點新領域新願景」。據官方介紹，新起點是指中
方首次舉辦領導人會晤，「16+1合作」也正處在承前啟後的重要發展時期；
新領域是指此次會晤旨在推出新舉措，打造新亮點，開闢新領域；新願景是
指此次會晤將重在頂層設計，規劃未來五年發展。在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看
來，此次會晤是「16+1合作」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將推動中國—中東歐
關係穩步向前發展，為中國外交的「歐洲季」注入新動能，有利於歐洲各個
次區域的均衡發展，助力歐洲一體化進程。
此次會晤期間，李克強將出席「16+1」領導人圓桌會議、第五屆中國—中
東歐國家經貿論壇開幕式併發表演講，還將分別會見與會的中東歐國家領導
人。此外，歐盟等有關方面代表將首次作為觀察員與會。中國和16國領導人
將着重討論如何進一步加強互聯互通、貿易投資、金融、農業質檢、人文等
領域合作，並有望發表《「16+1」合作中期規劃》和《蘇州綱要》兩份成果
文件。

與「一帶一路」願景一致
據了解，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 16國中將有1位總統、14
位總理參會。其中，波蘭總統杜達、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捷克總理索博特
卡將結合參會分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和正式訪問。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燕
介紹，目前塞爾維亞、馬其頓、黑山等國的高速公路建設，塞爾維亞的電站
項目、波黑的火電站項目等一大批中國和中東國家歐開展的合作，都取得了
重要進展，一批新的合作項目也在積極探討中。特別要把「一帶一路」和國
際產能和裝備製造業的合作作為雙方合作共贏的、共同發展的火車頭，加以
重點推進。
在地理位置上，中東歐國家是亞洲和歐洲相互連接的「橋樑」。也是中國
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沿線地區。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呈現的
特點，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則和願景是一致的。
展望兩天會晤，王超認為，此次將成為中國-中東歐國家「16+1合作」進
程中一個新的里程碑，推動合作邁上新台階，為中歐整體關係發展注入新能
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凌晨抵

達蘇州，在蘇州主持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這是中國首次舉辦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將就進一步

促進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發展深入交換意見，共同搭建起通

往「16+1合作」未來的無數新通道，並有望發表《「16+1」合

作中期規劃》和《蘇州綱要》兩份成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在圓滿結束馬來西亞之行後，24日淩晨
1時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乘專機在細雨中抵達蘇南碩放國際機場。
隨即，他驅車一個多小時奔赴蘇州，出席在此舉行的第四次中國—中東
歐國家領導人會晤。至此，近期涵蓋中國與周邊、中國與中東歐的兩大
外交活動實現無縫銜接，從吉隆坡到蘇州李克強也再次詮釋了「強」節
奏。
在此前的三天四夜裡，李克強在馬來西亞進行了高強度、快節奏的工
作。20日，李克強從北京啟程赴吉隆坡，開啟此次馬來西亞「三會一
國」之行。
在馬期間，李克強連續出席第十八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
議、第十八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和第十屆東亞峰會，利
用會議間隙「見縫插針」同印度總理、澳大利亞總理、老撾總理等與會
國家領導人進行多場雙邊會見、會晤，並對馬來西亞進行正式訪問。吉
隆坡當地時間23日下午，李克強結束與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的會談後，
便直接奔赴機場回國趕赴蘇州。在蘇州，作為東道主，李克強要接待中
東歐16國領導人，並將與他們一一會見。隨着蘇州這次中國主場外交的
上演，中國總理工作的「強」節奏將再一次被公眾所知。

「強」節奏外交活動無縫銜接 中東歐民眾期盼與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據國際在線消息，中國國際廣播電
台俄東地區廣播中心向中東歐地區民眾發放問卷，
了解海外受眾對此次峰會的關注點。參與問卷調查
的受眾普遍希望中國加強和中東歐國家合作能夠提
升該地區經濟的發展，為中東歐國家創造新的更多
的就業機會，從而惠及普通百姓的生活。
從問卷統計結果來看，66.7％受訪者認為，中東

歐各國同中國合作過程中在人力資源成本方面具有
優勢，因為其人力成本大大低於西歐發達國家；
58.1％的受訪者認為，中東歐各國優越和獨特的地
理位置可輻射整個歐洲大陸，為中國在整個歐洲的
投資創造有利條件。談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加強合
作的意義，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中東歐國家可以
作為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的重要紐帶，47％的受
訪者認為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推動了雙方關係
的發展，39.3％的受訪者認為中東歐國家是「絲綢
之路經濟帶」西進歐洲的重要橋樑。

中國中國++
波蘭波蘭
捷克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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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波黑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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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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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愛沙尼亞
立陶宛立陶宛
拉脫維亞拉脫維亞

1616++11國家國家

中國—中東歐合作，又稱「16+1
合作」，是中國同中東歐16國為深
化傳統友誼，加強互利合作而創建
的合作新機制。2012年4月，首次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波
蘭華沙舉行。中方宣佈促進與中東
歐國家友好合作的12項舉措，並就
推進雙方關係提四條原則建議。
2013年11月，第二次會晤在羅馬

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李克強提出
三大原則和六點建議，雙方共同發
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布加勒
斯特綱要》。第三次會晤在塞爾維
亞貝爾格萊德舉行，中東歐16國領
導人共同發佈成果文件《中國-中東
歐國家合作貝爾格萊
德綱要》，從9個領域
列出未來一年中國—
中東歐合作的計劃。

「「1616++11合作合作」」

公安部商議解決1300萬黑戶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消息，總量在1,300萬左右、佔總
人口1%的中國人沒有戶口，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社會公平、
和諧的重大問題。11月21日，中國公安部部長郭聲琨主持
召開公安部黨委會議暨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
（擴大）會議。會議的兩大主題，一個是反恐工作，另一個
就是解決全國無戶籍人口的戶口登記問題。

實名制普及 生活受影響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約有1300萬人口沒有戶口，
成為俗稱的「黑戶」。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
究員萬海遠等人在2014年七、八月份的調研，這些黑戶中

60%以上是超生人員。因為沒有戶口，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社
會保障，失去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機會。而隨着「實
名制」逐漸普及，他們的生活受影響更大，出行也變得困
難。
一個國家1%的人口沒有戶籍，這已經成為中國人口管理
的一個怪現狀。原因在於一些地方通行「超生罰款」與「新
生兒入戶」捆綁的「土政策」，超生而未繳納罰款，就不能
辦理戶口。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全國至少有20個省
（市、自治區）有明確的規定或案例，上戶口必須出示計劃
生育相關證明，其中北京、上海、遼寧、四川、河南、湖北
等6個省市在省級戶籍制度上明文規定，將計生與戶籍掛

鉤。

難享公民權 加劇不公平
萬海遠等人在調研中發現，「黑戶」的普遍存在已經導致
不良影響，包括「黑戶」人群自卑心重、缺乏安全感、游離
於正常社會之外、無法享受公民的基本權利等，從而也制約
了人口流動、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加劇了社會不公平。
公安部此次高層會議強調，依法登記戶口是憲法和法律賦
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事關社會公平、和諧穩定。着力解
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切實維護每個公民依法登記常
住戶口的合法權益。

專家獻策解除「黑戶」緊箍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
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等人在2014年七、八月份的調研，
黑戶中60%以上是超生人員，其他還包括沒有主動上戶
口、棄嬰、未婚生育、相關證件丟失、戶籍辦理程序繁
瑣或基層部門不作為等多種原因導致的無戶籍人員。
萬海遠等人建議，在當前老齡化和人口紅利逐漸喪失
的背景下，要盡快推進戶籍管理電子化，取消戶籍登記
與社會撫養費以及各種福利補貼掛鉤的政策，規定凡是
在中國出生的公民都應自動地、無條件地給予登記並使
其獲得公民身份，同時還要鼓勵過去因各種原因沒有進

行身份和戶籍登記的人重新進行登記，讓所有「黑戶」
都擁有戶口。
福建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認為，中國人口已

經進入嚴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的新常態。
如果缺少了這 1300 多萬「黑戶」，中國的少子化程

度、老齡化程度會更加嚴重。「全面二孩政策已經明
確，下一步應該取消社會撫養費這道緊箍咒。這項工作
要作為全面二孩政策落地重要的配套措施來推行，讓中
國的人口管理跟得上已經快速變化的人口結構。」姚美
雄說。

香港文匯報訊據香港中通社消息，中國青年網24日援引人民網
輿情監測室的消息稱，11月20日，馬俊清任中共吉林省委副書
記。同日，李康（女）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兼任自治區
黨委統戰部部長）。11月21日，剛剛辭去江西省副省長職務的朱
虹首次以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新職出席活動。這幾條消息
有一個共性，就是獲得提拔或重用的這幾位領導都已經年滿58周
歲。
報道認為，按照以往的用人模式，年滿58周歲的領導一般不再
新任省委常委或副書記，「不唯年齡」的幹部選拔任用機制確立
以來，這類「高齡」獲任的案例卻變得越來越普遍，體現出了中
共中央更為務實的用人模式。
另外，報道稱，11月19日，中組部第一位「60後」副部長陳向
群任湖南省委常委，引發了網民的較大關注。近期中央組織部副
部長的外調任職并非孤例，僅今年夏天以來，就已經先後有3位副
部長離開中組部機關，其中前兩位都調到國務院相關部門工作。
1955年10月出生的王爾乘2015年7月調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
會黨組書記、副理事長，明確為正部級幹部。1957年9月出生的王
秦豐2015年10月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中國進行大火箭和高超聲速試驗中國多名逾58歲官員晉新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11月 24日電

環球網24日轉載《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
安街知事」報道稱，中國民政部新近發佈的
《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負責人任職管理辦法》
提出：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負責人不設行政級
別，不得由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離退休
手續的公務員兼任。目前，僅中國行業協會商
會官網公佈的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就有106
個，多數行業協會商會都有現任或退休部級領
導「掛名」任職，有的還多達10餘人。《辦
法》落地後，至少有百名部級高官將離開協
會、商會。7月份出台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
關脫鉤總體方案更是明確提出，要對已在行業
協會商會中任職、兼職的公務員進行一次性清
理。有民政部人士分析說，「在下一步的整頓
中，將會有數萬名在協會商會中任職、兼職的
黨政領導被清理出去。」

協會商會與行政脫鉤
百餘高官或離職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消息，來自中國航天界的消息人士23日
披露，中國一南一北兩大航天發射場當天分別進行兩項高精尖試
驗任務。在海南島，中國新建的文昌航天發射場，最新研製的新
一代大推力無毒無污染運載火箭「長征五號」，23日上午進行發
射場合練的轉場試驗，將為其計劃於2016年在文昌實施首飛任務
奠定重要基礎。而在北方的中國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23日上午基
本相同時間段，高超聲速飛行器飛行試驗比原計劃提前數小時實時實
施施。。據統計據統計，，這是中國進行的第六次高超聲速試驗這是中國進行的第六次高超聲速試驗，，也是也是20152015年年
的第三次的第三次。。業內專家表示業內專家表示，，這兩項試驗任務這兩項試驗任務，，對中國航天未來發對中國航天未來發
展展、、國防安全等意義重大國防安全等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影響深遠，，自然備受海內外矚目自然備受海內外矚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三沙市政府消息稱，中
國陸軍新型綜合保障船23日正式入列三沙，這是中國陸
軍目前裝備排水量最大的船艇。
三沙市政府網透露，新入役的綜合保障船是中國自行
設計製造的最新型陸軍綜合保障船，船長90米，寬14.6
米，最大排水量2700噸。
該船設計最大航速20節，抗風力10級，續航力3000

海里，自持力25天，可起降直升機，並具備大型裝備成
建制輸送能力，具有抗風浪能力強、續航力強和先進技
術應用廣泛等特點，入役後將主要擔負三沙方向物資補
給、裝備輸送和海上救援等任務。海南省委常委、省軍
區政委劉新，三沙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符戇，三沙市委常
委、三沙警備區政委廖朝毅參加入役儀式，並登船參
觀。

中國陸軍最大船艇入列三沙市

會見波蘭總統杜達 會見愛沙尼亞總理羅伊瓦斯

會見斯洛文尼亞總理采拉爾 圖片說明題目

■李克強在蘇州會見來華出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
國家領導人會晤的波蘭總統杜達。新華社

■李克強會見來華出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
導人會晤的斯洛文尼亞總理采拉爾。 中新社

■李克強會見來華出席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
導人會晤的匈牙利總理維克多。 中新社

會見匈牙利總理維克多

■■浙江省武義縣白陽街道鳴陽社區的徐秋玲在展示居民浙江省武義縣白陽街道鳴陽社區的徐秋玲在展示居民
戶口簿戶口簿。。 新華社新華社

■■海南文昌衛星發射中海南文昌衛星發射中
心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