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推動僑務公共外交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9日報道，中國
載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9日對外宣布，執行
中國首次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的神舟九號飛船已
通過出廠評審，並於當天運抵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在載人航天發射場進行各項測試準備工
作。

據介紹，神舟九號飛船等飛行產品已按技

術流程完成研製、總裝和出廠前測試工作，質
量受控、功能性能滿足要求。而承擔神舟九號
飛船發射任務的 「長征二號F」遙九運載火箭
，正在按計劃進行出廠前的各項測試工作。

此前，針對神舟九號載人飛行特點，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從提高參試設備安全性、可靠性
入手，有針對性地開展總體技術準備和崗位訓

練，完成任務設施設備的檢修檢測，並培訓考
核各崗位人員。目前，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載人
航天發射場設施設備狀態良好，各項準備工作
正按計劃有序進行。

另據了解，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在軌運行
狀態良好，工作正常，具備執行交會對接任務
條件。

滬迪主題樂園將開始安裝設備

胡總會見世界華僑華人聯誼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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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九日電】上海迪士尼主題樂
園項目自2011年4月8日正式開工已滿一年，中美雙
方共同出資成立的三家合作企業（上海國際主題樂園
公司、上海國際主題樂園配套設施公司、上海國際主
題樂園和度假區管理公司），正按既定的時間節點有
序推進各項前期準備和配套建設。

至本月初，這片廣闊的 「神奇王國」已 「初具雛
形」：一期主題樂園區域場地基本成形；西北圍場河
及核心區範圍內水系改造基本完成；一期樂園區域臨
時公用事業建設完工。簡而言之，上海迪士尼樂園建
設已完成 「交地」 「交臨時公用設施」的工作，接下
來 「接力棒」會交給業主公司，由業主公司接收場地
，並開始一期主題樂園娛樂設備進場、安裝以及配套
設施等大規模建設。

首批招聘過百高技術職位
另一方面在樂園的 「軟件」建設上，有關建設、

運營所需的人員招聘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上海

迪士尼度假區官網今年 3 月 26 日首次對外發布招聘
信息，作為一系列項目招聘活動的第一波，此番聚焦
工程技術、創意設計領域的多項職位，以滿足度假區
在設計與建設期的人才需求。

項目的首輪招聘預計將招募超過100個高技術含
量的職位，其類別包括工程設計、項目管理、施工管
理、項目整合、IT、合同／採購、財務等。本地優
秀人才將有機會成為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的 「演職人員
」和 「幻想工程師」（迪士尼對其員工的專稱）。

記者了解到，學歷資質、工作經驗及追求卓越的
熱情，將成為上海迪士尼度假區選擇人才的三大關鍵
考 量 標 準 。 上 海 迪 士 尼 度 假 區 總 經 理 柯 磊 安
（Mike Crawford）表示： 「度假區在建設及運營階
段將為上海乃至全國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並推動經
濟增長，同時項目也將對上海持續發展現代服務業，
打造國際旅遊目的地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度假區在
未來幾年中將進一步擴大招聘範圍，從而為本地的優
秀人才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9日消息：國務院僑務辦
公室主任李海峰9日在第六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
大會開幕式上表示，國務院僑辦將大力拓展華文教
育，加強與相關國家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交流合作
，努力推動華文教育進入當地主流教育體系。

李海峰說， 「十二五」期間，國務院僑辦將加
大華文師資的培訓力度，通過學歷教育、專題培訓、
遠程教學、巡迴講學等多種形式，培養骨幹人才，

培訓華文教師。同時，進一步完善華文教材體系，
重點開發「本土化」教材和多媒體、網絡教材，努力
滿足海外華裔青少年多樣化、多層次的學習需求。

李海峰表示，國務院僑辦還將在 5 年內邀請 10
萬名華裔青少年參加各類 「中國尋根之旅」夏（冬
）令營活動，在僑胞聚居國家和地區開展 「中華文
化大樂園」夏（冬）令營活動，增進華裔青少年學
習中華文化的興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參加會見。

本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的主題是 「弘揚
中華優秀文化．展示僑胞良好形象」。來自110個國
家和地區的約570名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出席大會。

上午9時30分許，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來到出席大
會的代表們中間，全場響起長時間熱烈掌聲。胡錦濤
等高興地同代表們親切握手，並合影留念。

戴秉國提三點期望
國務委員戴秉國出席9日上午舉行的大會開幕式

並致辭。他指出，中國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建
設。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重點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問題並作出決定，
充分體現了中國黨和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高度自覺，反
映了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願，符合海內外中華兒
女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共同願望。5000 萬海
外僑胞不僅是中國大發展的獨特資源，是在海外展現
中華民族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傳承
者和傳播者。廣大海外僑胞在積極融入住在國主流社
會的同時，更加注重保持民族特性、傳承中華文化，
這既是對民族文化的傳承，也是對住在國多元文化的
豐富。戴秉國表示，中國政府將支持海外僑胞積極開
展中外人文交流。他對海外僑胞提出三點期望：一是
增進中外文化交流，展示中華文化新形象；二是開展
僑務公共外交，展示當代中國新形象；三是推動和諧
僑社建設，展示海外僑胞新形象。

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是全球華僑華人社團
聯誼交流的平台，其宗旨是增進友誼與團結、促進合
作與發展。本屆聯誼大會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
海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

李海峰籲成住在國 「好公民」
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在開幕式上作題為《弘揚

中華文化、展示僑胞形象》的主題報告。李海峰在講
話中呼籲海外僑胞消除「過客」心態，走出 「唐人街」
，積極融入當地主流社會，進一步增強社會責任感，
參與當地社區事務，熱心公益慈善事業，積極投身住
在國經濟社會建設，努力成為「好公民」、「好居民」。

李海峰表示，海外僑胞要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
向當地主流社會和民眾介紹海外僑胞對當地經濟社會
發展的貢獻，反映海外僑胞的希望和要求，贏得他們
的理解和尊重。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
9日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
錦濤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
第六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全體代
表。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前來
出席本屆聯誼大會的各位僑胞、各位朋友
表示誠摯的歡迎，向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
表示親切的問候。

【本報訊】中新社東京9日消息：4月7日到9日，第四
次中日財長對話在日本東京舉行。此次對話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40周年和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的一項重要活動。中國財
政部部長謝旭人和日本財務大臣安住淳共同主持了對話。中
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和日本財務
省副大臣五十嵐文彥、事務次官勝榮二郎、財務官中尾武彥
等高級官員出席了對話。

4月7日，在會後發表的共同聲明中，兩國財長一致認
為，中日財長對話平台對於雙方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有助
於深化兩國在經濟政策管理方面的相互理解，在經濟領域進
一步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兩國財長同意，中日將在包括二十國集團和中日韓、東
盟 「10+3」等多邊框架下密切合作。中日財金合作正在穩
定向前發展，兩國財長對此表示歡迎，並且確認兩國財政部
將與其他相關機構一道繼續開展合作。雙方還同意繼續磋
商修訂中日稅收協定。

聲明說，兩國財長認識到，全球經濟總體上繼續緩慢增
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所緩解，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仍然很多。安住淳表示，日本經濟正從大地震的衝
擊中恢復，強調致力於實現社會保障和稅收體系綜合改革，
將其作為中期財政整頓的支柱。謝旭人表示，中國經濟保持
了平穩較快增長，中方將繼續致力於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
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在本次對話中，雙方就世界和中日兩國經濟形勢，全球
、區域和雙邊財金合作，財稅體制、社會保障體系、收入分
配和預算管理等重大財政改革議題進行了坦誠深入的討論，
達成了重要共識，有力地促進了雙方在財金領域的政策交流
與務實合作，有利於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兩國財長同意，明年在中國舉行第五次中日財長對話。
4月9日兩國財長對話結束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會見

了謝旭人一行。

神舟九號飛船運抵酒泉
進行各項測試 準備對接天宮

中日財長東京對話
加強多邊框架下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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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宴迎中國特使蔡武一行
【本報訊】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進一步促

進中日兩國友好關係和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以及友好感情，
兩國政府確定今年為 「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4月9日晚
，訪問日本的中國政府特使、文化部部長蔡武一行，出席了
2012 年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日方實行委員會和外務省主辦
的招待會。

蔡武特使在致辭中表示：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毗鄰而
居，無法選擇鄰國，但可以選擇做鄰居的態度。歷史證明，
友好相處，互利合作，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期待
，中日只有和平友好才能共同發展，只有交流合作才能互利
共贏，這是我們面向未來發展的正確選擇，中日兩國應該永
遠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

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歡迎蔡武特使在櫻花盛開的時
節訪問日本，他希望通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國
民交流友好年舉辦的相關活動，促進中日更多 「新的相遇」
，創造兩國更多 「新的紐帶」。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被拘押在
帕勞的25名中國船員有望於近期回國。

據報道，中國駐密克羅尼西亞使館領事官員9日
上午與帕方指定的辯護律師見面，就如何妥善公正處
理此次案件進行了交流。帕勞檢控部門提出以每位漁
民認罪並罰款 1000 美元作為了結此案的定案，雙方
經過協商就此取得初步共識。案件有望在短期內結束
，被扣漁民有望於近期獲釋回國。

中國駐密克羅尼西亞使館領事官員6日上午已探
視了被帕勞扣押的 25 名中方船員，並查看了遇難船
員的遺體。中國駐密克羅尼西亞大使館參贊溫振才8
日晚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被扣押的 25 人
均來自海南省瓊海市，目前身體狀況良好。他與同事
已與 25 名船員一一進行了對話，了解他們的個人信
息、槍擊情況和在獄中生活情況等。

溫振才轉述船員的話說，船員在獄中沒有受到帕

勞方面的歧視對待。雖然監獄提供的飯食難比家鄉口
味，但溫飽沒有問題。溫振才對記者說： 「現在最重
要的是，讓被扣押的中國船員早日回家。」

據帕勞有關部門向中方通報的情況，3月31日，
帕勞警方追捕涉嫌非法進入帕勞海域捕魚的中國漁船
時，誤擊中一名中國船員致其死亡，並抓扣 25 名船
員。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事件發生後，外交部高度重視。因中國與帕勞未建立
外交關係，代管帕勞事務的中國駐密克羅尼西亞使館
立即啟動應急機制，敦促帕方向中方通報案情，公正
、妥善處理此事，並委託帕勞友好社團看望被扣船員。

帕勞位於西太平洋，關島以南約 1120 公里處，
屬加羅林群島，是太平洋進入東南亞的門戶之一。

帕勞提出每人罰款1000美元結案

中國25船員有望近期獲釋

▲晚霞映照下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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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北京九日消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9日在人民大會堂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舉行會談。這是
土耳其總理27年來首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溫家寶表示，中方高度重視土耳其作為新興大國的地位
和作用。面對西亞北非局勢持續動盪和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
不利影響，中土要進一步密切戰略溝通協調，攜手維護地區
和平穩定，深化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溫家寶提出，雙方要積極探討制定中土經貿合作中長期
規劃，加強政府的指導和協調作用；密切配合，推動鐵路、
橋樑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合作長期、有序、高效進行；盡快
簽署和實施新修訂的投資促進和保護協定，為兩國企業加強
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更多的便利條件；拓展在核能、航天、
電子等高新科技領域的合作；利用互辦文化年的重要契機，
擴大人文交流。

埃爾多安完全贊同溫家寶對中土關係的評價和進一步發
展兩國關係的建議，表示土方願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
磋商，深化互利合作，更好地維護和促進共同利益。

埃爾多安說，土政府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允許任
何人在土從事反華分裂活動。我在此次新疆之行中親眼看到
了新疆的巨大發展變化，留下美好印象。土方願進一步加強
同新疆的交流與合作。溫家寶讚賞土方支持中方維護國家統
一和促進新疆穩定發展的立場，表示中國政府支持新疆自治
區同土方開展友好交流與合作。

雙方並就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交換了看法。
會談後，兩國總理出席雙邊有關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
埃爾多安於 8 日至 11 日對中國進行訪問。他此行還攜

兩位副總理以及外交部長、經濟部長、文化和旅遊部長、運
輸航海和交通部長、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長、農業和農村事務
部長等多位政府要員同行。

溫家寶與土耳其總理會談

中土拓核能航天合作

▲溫家寶總理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歡迎土耳
其總理埃爾多安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