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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秭歸長江大橋南引橋最後一片T型梁20
日吊裝就位，標誌着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鋼箱桁
架推力式拱橋全線貫通。該橋由多座特大型橋
樑、隧道及大型滑坡處治組成，主橋跨長江、
附橋跨香溪河，路線全長5.4公里，總投資21
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中央人民政府贈送香港特區政府大型雕塑
《永遠盛開的紫荊花》的主創者之一，清華大
學美術學院趙萌教授因出差期間突發疾病，於
2019年7月18日在甘肅省酒泉逝世，終年62
歲。 ■澎湃新聞

旅俄大熊貓「丁
丁」和「如意」已
適應了莫斯科動物
園的環境，7月底
它們將迎來在俄羅
斯的第一個生日。

據悉，大熊貓「如意」和「丁丁」今年4月遠
赴俄羅斯，開啟15年的旅居生活。 ■中新社
從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召開的大檢察官
研討班上獲悉，今年首6個月中國全國檢察機關
共批准和決定逮捕涉黑惡犯罪36,534人，決定
起訴43,063人，切實做到「是黑惡犯罪一個不
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 ■中新社

新聞 速遞

擴大外資評級領域 取消保險公司30年經營年限

內地再推11金融開放舉措

這是今年以來內地第二次集中推出金融開放
措施。上一次是5月1日，銀保監會一舉

公佈12條對外開放措施，包括放寬外資設立法
人銀行、入股信託公司、經營保險經紀公司、
設立消費金融公司的條件等。專家對此表示，
與過去相比，今年以來的金融開放，尤其是此
次對外開放措施，都非常具體地涉及到業務層
面，顯示金融開放更加深入及落實到實際操作
層面。

優先支持國外成熟機構進入
在11項開放措施中，信用評級這一金融市場
的基礎制度開放再進一步，將允許外資機構在
華開展信用評級業務時，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和
交易所債券市場的所有種類債券評級。目前只
有美國標普全資子公司獲准在內地備案註冊，
並於日前首發評級報告。央行表示將擴大外資
評級機構的業務範圍，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外
資評級機構開展全部類別信用評級業務。
在銀行業，資管市場成為此次對外開放重
點。目前內地銀行理財市場規模超過20萬億元
人民幣，銀保監會表示，資管市場規模和發展
潛力巨大，現有資管機構難以完全滿足市場需
求，中資機構多數成立時間較短、經驗較少。
下一步，鼓勵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
股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允許境外資產管理機
構與中資銀行或保險公司的子公司合資設立由
外方控股的理財公司，前期可採取試點方式，

優先支持國外市場公認的成熟穩健財富管理機
構進入，既可全部募集人民幣資金，也可募集
部分外幣長期資金。

提前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在保險業，除落實李克強總理此前在達沃斯
論壇上宣佈將原來規定2021年取消外資壽險股
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的措施外，進一步放寬外
資保險公司准入條件，取消30年經營年限要
求。銀保監會表示，此舉為具有經營特色和專
長但經營年限不足的外國保險公司來華創造了
條件。
在證券業方面，原定於2021年取消證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貨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
時點提前到2020年。早在2018年，中國宣佈
將合資證券、基金管理和期貨公司的外資投資
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三年後不再設限。中國
證監會表示，目前，外資股比放寬至51%的政
策已落實落地，2020年正式全面取消股比限
制。
此外，央行稱將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
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目前，境外投資者可以
通過QFII/RQFII、直接入市、債券通等多條
渠道入市投資，不同渠道相互分割給同一境外
投資主體在市場准入、債券過戶、資金劃轉等
方面造成不便。央行擬於近期發佈新措施，整
合不同開放渠道政策要求，打通債券和資金賬
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20

日在人行網站發文表示，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的決策部署，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遲」的原則，在深入研究評估的基

礎上，推出11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見附表），包括明年提前取消證券業股

比限制，鼓勵外資進入資管、銀行間債市、養老金管理等領域，放寬外資保險

准入等。

擴大開放11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1、允許外資機構在華開展信用評級業務
時，可以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
券市場的所有種類債券評級。

2、鼓勵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股
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

3、允許境外資產管理機構與中資銀行或保
險公司的子公司合資設立由外方控股的
理財公司。

4、允許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設立、參股養老

金管理公司。

5、支持外資全資設立或參股貨幣經紀公
司。

6、人身險外資股比限制從 51%提高至
100%的過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
2020年。

7、取消境內保險公司合計持有保險資產管
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於75%的規定，允
許境外投資者持有股份超過25%。

8、放寬外資保險公司准入條件，取消30年
經營年限要求。

9、將原定於2021年取消證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和期貨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時點
提前到2020年。

10、允許外資機構獲得銀行間債券市場A類
主承銷牌照。

11、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
債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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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21日發表《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
白皮書。白皮書用七個章節闡述了新疆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從來不是「東突
厥斯坦」；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
等歷史問題。另外，白皮書強調，新疆的反
恐、去極端化鬥爭，是人類正義、文明對邪
惡、野蠻的鬥爭，奉行反恐和人權「雙重標
準」的國家、組織或個人，對此橫加指責，胡
說八道，完全違背人類公理和基本良知。
白皮書在第一部分指出，自漢代開始，新疆
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在中國統一
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
國人民一道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
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多民
族大一統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內的全
體中華兒女共同奮鬥造就的。

新疆從不是「東突厥斯坦」
白皮書指出，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
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家庭成員。然
而，一個時期以來，境內外敵對勢力，特別是
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
力，為了達到分裂、肢解中國的目的，蓄意歪
曲歷史、混淆是非。他們抹殺新疆是中國固有
領土，否定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
文化交流、多宗教並存等客觀事實，妄稱新疆
為「東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獨立」，企圖
把新疆各民族和中華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
文化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割裂開來。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把新疆稱為「東突厥斯
坦」，更不存在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國」。維
吾爾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兩者是被奴役和奴
役的關係。第二部分從歷史上闡析新疆維吾爾
族先民的遷徙融合，指出近代以來，一些「泛
突厥主義」分子以西遷的部分使用突厥語族語

言的部落融入當地諸族為藉口，把使用突厥語
族語言的各民族都說成是突厥人，這是別有用
心的。語族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着本
質的區別。

反對邪惡野蠻 應獲支持尊重
在第七部分，白皮書指出，伊斯蘭教不是維
吾爾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並強調，
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爭，是人類正義、文
明對邪惡、野蠻的鬥爭，理應得到支持、尊重
和理解。白皮書強調，20世紀70年代末80年
代初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受國際宗教極
端主義思潮影響，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滋生蔓
延，導致暴恐案事件多發頻發，給新疆社會穩
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危害。宗教極
端主義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號，宣揚
「神權政治論」「宗教至上論」「異教徒論」
「聖戰論」等，煽動暴力恐怖，製造族群對
立。宗教極端主義與伊斯蘭教等宗教倡導的愛
國、和平、團結、中道、寬容、善行等教義背
道而馳，其本質是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
反宗教的。宗教極端主義是對宗教的背叛，絕
不能把宗教極端思想同宗教問題扯在一起，絕
不能用宗教問題來替宗教極端思想作說辭，絕
不能藉口涉及宗教問題而推脫清除宗教極端思
想的責任。
白皮書說，新疆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本地區
實際，採取堅決措施，依法開展反恐和去極端
化鬥爭，沉重打擊了暴恐勢力的囂張氣焰，有
力遏制了宗教極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滿足了新
疆各族人民對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
權，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國際上有的國家、
組織或個人，奉行反恐和人權「雙重標準」，
對此橫加指責，胡說八道，完全違背了人類公
理和基本良知，這是一切愛好正義和進步的人
所絕不能答應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疆的若
干歷史問題》白皮書指出，新疆各民族文化從
一開始就打上了中華文化的印記。中華文化始
終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託、心靈歸宿和精神
家園，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
白皮書說，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區就

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是東西方文明交
流傳播的重地，這裡多元文化薈萃、多種文化
並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既
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多元
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
白皮書強調，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終扎根中華

文明沃土，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白
皮書指出，宗教對文化的影響，既有自願接受
的途徑，也有通過文化衝突甚至宗教戰爭的強
制方式。在新疆，伊斯蘭教很大程度上是通過
後一種方式進入，這導致佛教流行時期創造的
新疆各民族文化藝術遭到嚴重破壞。伊斯蘭文
化傳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

選擇性吸收和中國化改造，既沒有改變屬於中
華文明的特質和走向，也沒有改變屬於中華文
化一部分的客觀事實。

堅持各宗教一律平等
白皮書還指出，新疆地區歷來是多種宗教信
仰並存，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並存是新疆宗
教格局的歷史特點，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關係
的主流。白皮書介紹了新疆多種宗教並存格局
形成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後指出，新疆現有伊斯
蘭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
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觀等宗教活
動場所2.48萬座，宗教教職人員2.93萬人。
白皮書強調，新疆始終堅持各宗教一律平

等，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不偏袒某個宗教，
也不歧視某個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
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終堅持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享有同等權
利、履行同等義務。

疆各族文化扎根中華文明沃土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美兩國科研人員採用全液相
3D打印技術，製備出一種新型磁性液滴，既具有液體的流動性又
具有永久磁性，為研製柔性電子、可靶向輸送藥物的磁控液體機
器人等提供了新途徑。
在納米級層面，傳統的鐵磁流體本身不存在磁極，只有在外加
磁場作用下被持續磁化才能表現出特定磁性。但發表在最新一期
美國《科學》雜誌上的研究顯示，這種新的磁性液滴材料不需要
外加磁場就能表現得像一塊固體磁鐵，且看起來仍然像液體一
樣。北京化工大學和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美國能源部下
屬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等機構研究人員採用全液相3D打印
技術，「打印」出直徑約1毫米的鐵磁流體液滴。
磁力測定顯示，大約10億個納米顆粒「擠在一起」，它們在磁

性線圈的激發下表現出磁性。這些外部的納米顆粒將磁性定向傳
遞到液滴核心的納米顆粒上，使整個液滴具有了永久磁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網球標誌性人物李娜正式入駐國際
網球名人堂，成為進入名人堂的首位
中國乃至亞洲球員。
位於美國東部的國際網球名人堂迄
今已建立65年，吸納了來自2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250多名為網球事業作
出突出貢獻的人。進入國際網球名人
堂是網球界的最高榮譽，意味着入駐
者不僅有卓越的戰績，而且在世界網
球歷史中還有着突出的貢獻。根據評
選規則，球員在退役五年後才有資格
入圍名人堂，官方投票組由記者、歷
史學家、名人堂成員以及其他專家組
成。名人堂在聲明中表示，接納兩屆
大滿貫女單冠軍、曾經世界排名第二
的李娜，不僅僅是因為她的出色戰
績，還有她對這項運動的熱愛以及在
培養、激勵年輕人方面所發揮的巨大
作用。李娜表示，這是對她運動員網
球生涯的最大肯定，今後將會盡自己
所能去激勵、幫助更多的年輕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經緯」客戶端
報道，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31省份上
半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顯示，上半
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0,330元（人
民幣，下同），實際增長5.2%。國家統
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新聞發
言人毛盛勇在近期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上半年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達到60.1%。居民消費支出，是指居民
用於滿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費需要的全部
支出，既包括現金消費支出，也包括實
物消費支出。
上海和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費超過2
萬元，上海以22,513元位居全國首位，

北京和天津緊隨其後。此外，還有9省份
人均消費支出超過全國平均線。
從全國範圍來看，上半年全國居民人
均消費支出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義
增長7.5%；若扣除價格因素，則實際增
長5.2%。
此外，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費支出突破1
萬元的地區共11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
個，分別是湖北、重慶和內蒙古。
隨着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轉變，服務
性消費需求潛力逐步釋放。根據數據，
教育文化娛樂消費的增長最快，食品煙
酒消費花銷最多。另外，居住消費支出
2,389元，佔比也較大。

人均花費逾萬滬京2萬領銜 中美合作「打印」永久磁性液態磁鐵

■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0,330
元。圖為山西省太原市一超市。

資料圖片

白皮書白皮書：：指責新疆反恐違背人類公理指責新疆反恐違背人類公理

■■圖為新疆于圖為新疆于
田縣達里雅布田縣達里雅布
依學校的學生依學校的學生
在接受輔導在接受輔導。。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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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成為亞洲李娜成為亞洲
首位入駐名人堂首位入駐名人堂
的球員的球員。。
國際網球名人堂國際網球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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