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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七措施推行終身職訓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確定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
制度的政策措施，提高勞動者素質、促
進高質量發展。
會議指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

量發展，既要有先進裝備作基礎，又要
有勞動者素質和技能提升作支撐。按照
黨的十九大精神，建立並推行終身職業
技能培訓制度，以促進就業創業為目
標，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提供普惠性、

均等化、貫穿學習和職業生涯全過程的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並將工匠精神、質
量意識融入其中，有利於緩解技能人才
短缺的結構性矛盾、提高全要素生產
率、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

全面推行新型學徒制
會議確定，一是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

用，適應產業升級需求，採取政府補貼培
訓、企業自主培訓、市場化培訓等方式，
支持企業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全面

推行新型學徒制度，對企業新招用和轉崗
人員開展技能培訓。二是着力培養高技能
人才，重點強化高級技師等培訓。教育
部、財政部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要抓緊
研究支持企業開展技能培訓、加快培養高
技能人才的措施。三是對高校畢業生、新
生代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廣泛開展就業創業
技能培訓。促進職業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
相互銜接。四是健全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
人才評價、技能等級等制度，制定企業技
術工人按技能要素和創新成果貢獻參與分

配的辦法，鼓勵憑技能創造財富、增加收
入。五是大力發展民辦職業技能培訓，鼓
勵企業興辦職業培訓機構。六是加大職業
技能培訓經費保障，建立政府、企業、社
會多元投入機制。政府補貼的職業技能培
訓項目全部向具備資質的職業院校和培訓
機構開放。七是強化培訓質量監管，對職
業技能培訓公共服務項目實施目錄清單管
理，完善培訓績效評估體系。用更加優質
高效的職業技能培訓，打造素質高、創新
力強的產業工人隊伍。

■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支持企業
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圖為河
南的農婦接受職訓後投身服裝加工
業。 資料圖片

解放軍台海軍演突出實戰
遼寧艦航母編隊持續在南海訓練 提升體系作戰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解放軍

18日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內地媒體

引述專業人士指，此次台海軍演一方面是檢驗解放

軍實戰化能力，檢驗訓法、戰法的效果，另一方面

是對「台獨」勢力敲山震虎。另外，連日來，海軍

遼寧艦航母編隊在南海海域持續展開偵察預警體系

構建、電子對抗、對空作戰、對海作戰、對陸打擊

和反潛作戰等科目訓練，以高強度和高難度的實兵

對抗訓練進一步檢驗和提升編隊體系作戰能力。

根據福建海事局12日對外發佈的航行警告，解放軍18日在
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內地媒體根據公佈的

經緯度製作的演習地點地圖顯示，演習海域位於福建泉州的東
南方向，距離金門約65公里。2015年9月，解放軍亦曾在台灣
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有分析認為，今次演習亦應為例
行軍事演習。不過，兩岸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大陸針對台灣行
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近期「台獨」言論以及島內「台獨」組織
推行「台獨」分裂活動發出的警告。

兵力運用不限海峽之內
日前，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在被問及大陸18日在台灣海峽展
開實彈軍事演習時亦指出：「我們舉行軍演是為了捍衛我們祖
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行動。」劉結一說，我們的立場是
一貫的，非常明確，我們有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祖國
和平統一的前景，我們又有足夠的意志、信心、能力，阻止任
何企圖把祖國任何一塊領土分裂出去的言論和行動。
《環球時報》17日引述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指

出，任何演習都是針對特定作戰對象的演習，此次台海軍演一
方面是檢驗解放軍實戰化能力，檢驗訓法、戰法的效果，另一
方面是對「台獨」勢力敲山震虎。這位人士表示，東部戰區陸
軍具備了中遠程火力打擊能力，射程在二三百公里，而台灣在
大陸一側的島嶼均在火力射擊範圍之內，一旦採取行動，陸軍
部隊對這些島嶼的收復完全沒有問題。此外，這位人士也認
為，台灣方面不要自以為是地認為掌握了情況，兵力的運用並
不會集中在台灣海峽之內，海軍、空軍以及火箭軍可以從多維
度進行打擊，沒有前方、後方的區分。

航母編隊航行一路訓練一路
另據《解放軍報》報道，連日來，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在南
海海域持續展開偵察預警體系構建、電子對抗、對空作戰、對
海作戰、對陸打擊和反潛作戰等科目訓練，以高強度和高難度
的實兵對抗訓練進一步檢驗和提升編隊體系作戰能力。
據報道，4月12日參加中央軍委在南海海域舉行的海上閱兵
後，遼寧艦編隊迅即從閱兵場奔赴訓練場。航行一路，訓練一
路，對抗一路。航母編隊重點圍繞作戰體系構建與運用，突破
潛艇伏擊區、遠海制海制空作戰、編隊指揮所訓練等多項內容
展開訓練。
演習中，多批多架殲-15艦載戰鬥機依次呼嘯騰空而起，直衝
雲霄，與海軍岸基航空兵展開「背靠背」的自由空戰訓練。據報
道，遼寧艦殲-15艦載戰鬥機和直升機輪番起飛、降落、加油、
再次起飛，甲板上各崗位官兵緊張高效地保障艦載機的出動率。
各屬艦不斷變換與保持防空、防潛、綜合防禦隊形，高效擔負各
自任務，探索了航母編隊遠海作戰體系構建和組織指揮方法。
據現場指導訓練的海軍副司令員丁毅介紹，在此次海上訓練
中，航母編隊按實戰狀態展開，突出艦載戰鬥機空中對抗訓
練、突出編隊戰術專攻精練，加強作戰平台對抗、火力對抗和
信息對抗，不斷強化實戰化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江蘇報
道）18日，解放軍在台灣海峽水域進行
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對此，台商認為這
是大陸對賴清德「台獨」言論的嚴重警
告，並擔憂「台獨」勢力發展下去將危
及兩岸和平，逼迫大陸方面採取武力方
式收復台灣。
「我們認為這是對賴清德『台獨工作

者』言論的一個比較強烈的反應。」全
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杭州樺桐傢俬集
團董事長謝智通坦言，民進黨當局為安
撫民心，故意淡化本次解放軍實彈演習
的影響，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他認為，賴清德的言論比李登輝和陳

水扁當權時的「台獨」言論更直接、更
露骨，不僅違反潮流和兩岸原有的共
識，而且明目張膽地踩到了大陸的「紅
線」。特別是賴清德以台灣地區行政管
理機構的身份說出這樣一番話，並且多
次重複，這就代表了台灣當局的企圖，
等於是逼迫大陸方面採取比較激烈的手
段，包括武力方式實現兩岸統一。
謝智通強調，武力統一對於兩岸來說

都不是好事情，作為兩岸和平最為受益
的群體之一，台商們顯然不希望發生戰
爭。他說，「我們台商能做的雖然很有
限，但是我們在不同場合都表達了我們
的意願，希望用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

一，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
他表示，台商很早就來到大陸經營，

已經融入當地社會，非常了解兩岸交流
的重要性，也更加珍惜兩岸和平，因此
當然反對像賴清德這種明目張膽的「台
獨」言論。
不過謝智通也指出，儘管當前兩岸關

係趨於緊張，但是並未對台商在大陸的
經營和兩岸經貿往來造成衝擊。他說，
大陸把政治和經貿分開，各地最近陸續
落實31條惠台措施，盡最大努力讓台商
感覺在大陸經營沒有風險、沒有問題。

台商：賴清德「台獨」言論直接觸碰「紅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
道）18日上午8時，解放軍台灣海峽軍事
演習正式啟動。在演習海域的福建省泉
州市，第二十一屆海峽兩岸紡織服裝博
覽會亦同時開幕。參會台青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解放軍在台灣海峽軍
演，針對意味明顯。而台軍在金門的演
習，也有濃濃對抗意味。聯想到現在滿
目瘡痍的敘利亞，真的希望台海不要再
有戰爭，願台海和平。

已經舉辦了21年的兩岸海博會，除了
傳統台商台企參會外，台青參與成為海博
會的亮點。而在當前的兩岸軍演，也成為
參會兩岸同胞繞不過的話題。阿雷西進出
口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青創基地負責人
莊沛宇告訴記者：「說真的，大陸真的是
有大哥情懷，大陸這些年對台灣人民的善
意，台灣人民越來越能夠感受到。大陸給
了我事業，我的愛人是大陸的，等於也是
給了我一個家，兩個女兒。真的不希望兩

岸再有戰爭。」
有不願具名的參會台青告訴記者，現在

大陸對「台獨」是從輿論、心理、法律、
軍事戰，四位一體，而且「拳拳到位」。
她向記者抱怨：「我真想不通他們（民進
黨）是在幹嘛，台灣人民會被他們害死。」
「民進黨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把台灣越
搞越亂，兩岸關係越搞越緊張，我倒還蠻
希望解放軍借這次演習真的好好震懾一下
他們。」她說。

台青：民進黨會害死台灣人民

18 日早上 8 時，
「4·18 演習」正式
啟動。台灣海峽北

端入口處靠近泉州一側，炮聲隆隆，有
不少當地市民甚至在海岸邊礁石上遠遠
圍觀演習。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白天
的海邊沙灘空無一人，遠處有船隻，炮
聲隆隆響起時濺起了水浪，但看不清炮
彈從哪個方向打來。

在岸上的崇武古城及距此不到兩公里的
清沙灣，原本這個時節遊人不少。但18日
離演習區域最近的海域景點都掛着「軍事
演習，沙灘關閉，禁止入內」的紅色警示
牌，景區全部封閉，人員不得下到沙灘。
而周邊道路，當地相關部門設置了路障，
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封閉。

18日晚8時許，記者聯繫到福建省泉州
市惠安縣海邊的村民莊先生，他告訴記
者：「現在還有炮聲，還在打炮，晚上
聽得更加大聲。」

夜晚，炮彈射出的光芒，在夜空留下
長長的彈道，馬上就傳來了「砰、砰」
的響聲。因為莊先生的家就在海邊，每
當炮彈聲響起，他就感覺到家裡地面有
震動。

不止一位當地村民告訴記者，類似的炮
聲和演習，在當地早已習以為常。當地王
女士稱，每年7月份，當地部隊都會在惠安
外海海域進行封閉式的軍事演習和訓練，
通常會有兩個月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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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北京清華大學
一名女教授遭詐騙8,523萬元（新台幣，下同），台
籍主嫌等7人在台中遭逮捕。台中地方法院18日分
別判決7人6個月至2年2個月徒刑，並沒收4萬元新
台幣不法所得。全案仍可上訴。
法官指出，除了黃姓女教授，沒有其他被害人確
切指述或提供相關匯款單據、賬戶記錄供參，基於
「罪疑唯輕」原則，除了女教授的錢確實遭詐騙
外，其餘無從認定達到加重詐欺取財階段。
據報道，黃姓女教授前年7月先後接獲詐騙集團假
冒公職人員電話，先後依指示匯出人民幣共1,894萬

元（新台幣約8,523萬元）到指定賬戶。直到家人發
現後報案，大陸公安調查遭騙部分資金在台灣被提
領，詐騙電話、通訊軟件地址也在台灣，因此請求
台灣協助偵辦。

台詐騙罪處罰輕
檢警去年2月發動搜索，在台中破獲該機房（存放

服務器等詐騙通訊工具的地方）。劉姓主犯經營生
物科技公司，其餘6人都是員工，全都否認詐欺犯
行。
院方針對檢警查扣電話裡的詐騙系統事證、轉賬

通知以及對話記錄等，認定7人成立跨境電信詐欺集
團，騙得不法所得。
但法官認為，因沒有證據證明7人有分得黃女的款

項，僅有張姓嫌犯供稱賣個人資料賺了4、5萬元，劉
被查扣的車輛也在機房成立前購買，無法沒收。因
此，法院只沒收追繳4萬元的不法所得。
根據台媒報道，台灣詐騙集團每年詐騙大陸人金

額高達百億元人民幣，甚至有「10萬台灣人以詐騙
大陸人維生」的說法。不過，由於詐騙在台灣罰則
輕，台灣檢方常以「無具體罪證」為由釋放或輕判
嫌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記者從中國航空工業獲悉，當
地時間4月17日下午，中國向尼泊爾
再次交付2架運12E飛機。此次交付標
誌着尼泊爾通過中國政府支持採購的2
架「新舟」60飛機和4架運12E飛機的
交付工作已順利完成。飛機引進方尼
泊爾航空公司，成為中國航空工業在
海外運營中的最大國產民用機隊擁有
者。
根據中國和尼泊爾政府在2013年11

月簽署的協議，中方在援助項下向尼方
提供1架「新舟」60和 1架運12E飛

機，在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支持
下，向尼方提供1架「新舟」60和3架
運12E飛機，目前飛機已全部交付。
中國航空工業表示，截止目前，已

交付的「新舟」60飛機已安全運營
3,632個飛行小時，安全起落4,038個
架次。運12E飛機已安全運營1,725個
小時，安全起落1,725個架次。中國
飛機有力地支持着尼泊爾當地人民的
出行和旅遊業的發展，特別是在2015
年大地震期間，2架飛機每天近8個班
次的頻繁飛行，為抗震救災物資和人
員的運送作出重大貢獻。

中航再向尼泊爾
交付2架運12E飛機

詐騙清華女教授逾八千萬
台籍嫌犯僅被沒收四萬元

■■解放軍解放軍0505式兩棲裝甲戰車水面狂飆式兩棲裝甲戰車水面狂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