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七日電】中央政法
委7日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最新組成人員。經
過去年中共十八大及今年全國兩會兩次大的調
整，由11人組成的新一屆中央政法委陣容正式
亮相。

11人之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
書記孟建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
建明。其餘7名委員中則包括5位正部長級高官及
兩位現役上將，即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國
家安全部部長耿惠昌、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公安
部黨委副書記兼副部長李東生、總政治部副主任
杜金才上將、武警部隊司令員王建平上將、中央
政法委副秘書長兼中央綜治辦主任陳訓秋。

已經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勝俊
不再擔任政法委委員。但已經調任河北省委書記
的周本順則仍然保留在政法委領導層中，預計後
續將繼續進行調整。

中央政法委是中共中央領導和管理政法工作
的職能部門，從宏觀上組織領導公安、國家安全
、司法、法院、檢察院等各政法部門的工作，並
指導各省區市政法委的工作。其主要職責包括統
一政法各部門的思想和行動，協助中央研究制定
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協調指導維護社會穩
定的工作，督促推動大要案的查處工作，協助管
理政法系統高級領導幹部等。中央政法由書記主
持工作，設秘書長主持政法委機關的工作。

1980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政法委
員會，作為中央工作部門之一。1988年5月曾撤
銷政法委，改設中央政法領導小組，作為議事指
導機構。1990年3月，恢復設立中央政法委。
1991年2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成立
，下設辦公室；1999年7月，中央防範和處理邪

教問題辦公室成立。這兩個辦公室均與中央政法
委機關合署辦公。

政法委書記任命打破慣例
30多年來，歷屆中央政法委書記均由一位

黨和國家領導人兼任。其中1987年至1992年、
2002年至2012年曾三度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
。去年十八大之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孟建柱繼
任政法委書記，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執掌政法委
的做法。

而政法委的領導成員也曾數度經歷變遷。成
立之初，中央政法委負責領導最高法、最高檢、
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等部門的工作。其後隨
黨、政、軍領導體制和機構改革的變化，國家
安全部負責人進入政法委領導層，民政部則從政

法領域劃出；解放軍各大單位相繼成立了政法委
，主管全軍政法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也成為中
央政法委委員的當然人選；2009年，武警部隊司
令員開始成為政法委委員，也意味武警在維穩
處突方面作用和地位的強化。而中央綜治辦主任
、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主任也通常在
政法委陣容中佔有一個席位。

新一屆政法委陣容兼顧了法學科班出身的官
員與政法一線實務幹部。最高法、最高檢的掌門
人周強、曹建明都是著名法律院校畢業的法學碩
士，這也是兩高首次出現雙碩士局面。而周本順
、陳訓秋等人長期在地方擔任政法工作負責人，
如2001年至2003年，周本順擔任湖南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時，同期陳訓秋則是湖北
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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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商傳佳音
初步完成商談 進入收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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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主任張志軍7日在博鰲透露，兩
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服務貿易協
商的工作性商談已結束，兩岸雙方在做收
尾工作。

中國最大海巡船在滬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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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地區最
近爆發H7N9禽
流感疫情，截至
7日，確診病例
增至20例，其中

6人死亡、10人病情嚴重。雖然目前尚未發
現人傳人的病例，但疫情仍處於散發狀態
，大陸方面高度重視。海峽對岸的台灣地
區也發現疑似H7N9禽流感病例。可見，兩
岸合作抗疫刻不容緩。

這些年兩岸關係如沐春風，雙方交流
熱絡，去年人員往來已接近800萬人次。兩
岸任何一方發生重大疫情，另一方也難獨
善其身。所以，2003年 「非典」疫情發生
後，兩岸在傳染病防控方面加強了交流與
溝通。2005年，兩岸疾病預防控制部門初
步建立了傳染病信息溝通管道，相互通報
信息。2009年5月10日大陸爆發疑似甲型
H1N1流感病例後，大陸相關部門立即向台
灣疾病管制機構通報。隔天該病例確診後
，大陸又在第一時間再次通知台灣方面。
大陸專家還將新編制的《甲型H1N1流感診
療方案》和《預防甲型H1N1流感控制技術
指南》等提供給台灣方面。兩岸當年共同
防範甲型H1N1流感蔓延，為以後雙方聯手
抗疫樹立了良好的範例。

2010年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簽署
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標誌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走上了機制化的道路
，有助於保障兩岸同胞的健康權益。根據
協議，雙方同意盡快通報可能或已構成重
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傳染病疫情，並提
供疫情調查情況，協助對方赴疫區實地了
解疫情和治療方法。協議也鼓勵兩岸專家
在疫苗研製和實驗室技術等方面開展交
流。

上月31日大陸有關部門宣布，上海市
和安徽省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當
天台灣疾管局就接獲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的電子郵件通報。這是兩岸簽署衛生合

作協議以來，大陸首度在短時間內爆發多宗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是對兩岸抗疫的一次重要考驗。從
目前的情況來看，兩岸有關部門反應迅速，雙方溝通
渠道暢順。台灣兩名防疫專家日前已抵達上海，了解
當地的防治策略及工作。大陸也向台灣提供了H7N9檢
測試劑和方法。正在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中，兩岸與
會代表人士亦抓緊機會，就相關議題進行了初步討論
。有台灣企業提出，希望大陸提供藥源，加上台企擁
有的疫苗技術專利，兩岸可合作生產流感疫苗，未
來甚至可行銷至國際市場，共創雙贏。

衛生合作協議為兩岸防範重大疫情建立了
溝通與交流的平台，有助於防止疫情進一步
擴散，體現了兩岸互幫互助、患難與共的
手足情和同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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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北京七日報道︰4月4日清晨，北京
門頭溝區王平鎮清涼界，台灣一名六旬老人徒步進山後，與
外界失去聯繫。接到報警後，門頭溝組織公安、消防、村鎮
幹部群眾及綠野救援隊等多支社會救援力量進山搜救。

新京報7日報道稱，警務航空總隊6日出動多架次直升機
加入搜救，但徒步搜救和空中搜救均未發現老人。據介紹，
目前共有200多人在進行搜救。截至7日零時，搜救仍在進行
中。清水尖在門頭溝區雁翅鎮與大台鄉分界線上，主峰海拔
1528米，十八潭位於清水澗山峰北麓，而安家莊、清水澗、
清水尖、十八潭一線，是徒步愛好者最常走的一條探險線路
。很多徒步愛好者經常在門頭溝安家莊村附近上山。4日上
午，安家莊的村民李先生看見一名老者將車停在附近公路上
後，背包獨自一人進了山。

從那以後，老人再沒從山上下來，三天過去至今杳無音
信，而老人的轎車還一直停在路邊。

【本報訊】據台灣《聯合晚報》七日報道，美國第一夫
人米歇爾穿華裔設計師吳季剛禮服已經不是新聞，但鮮少有
人知道米歇爾最愛的Michael Kors和House Black Market
兩個美國成衣品牌，很多漂亮服飾是來自台灣本土的台南企
業員工的巧手所製，米歇爾更連續二次穿Michael Kors
的禮服公開亮相；這二個品牌佔台南企業去年營收各約4%
至5%比重，是台南企業重要客戶。

台 南 企 業 表 示 ， Michael Kors 與 White House
Black Market時尚又優雅，雖然設計簡單，但透過皺摺修
飾身材，且在布料的選定上又重視流行感，裁縫及製作很不
容易，接這類訂單，挑戰成衣廠技術。因為代工廠簽有對原
廠保密協定，台南企業不願證實米歇爾亮相過兩次的黑色禮
服，是否由台南企業師父縫製。

儘管紡織產業被稱為夕陽工業，但在經濟富裕的現代社
會裡， 「穿」的品味備受重視，台南企業代工米歇爾所愛的
美國成衣品牌Michael Kors、White House Black，重新
加持了這家台灣本土成衣工廠；從代工美國第一夫人品牌的
經驗，讓台南企業更確定未來鎖定進入門檻較高的中高價品
牌服飾代工及設計，以強化競爭力。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七日電】7日上午11時50分許，一艘通體潔
白、外形威武的巨輪緩緩航經黃浦江外灘水域，引來黃浦江兩岸市民
遊客爭先拍照合影。這艘位列中國最大公務執法船的5000噸級 「海巡
01」輪剛剛完成塗裝作業，當日上午9時許從上海吳涇某船廠出發，
途經外灘，於下午3時許出吳淞口，赴舟山群島北端的 「花鳥山燈塔
」水域進行最後一次海上試航，不久將列編中國海事局。

「海巡01」輪是中國海事新旗艦，是目前我國海事部門排水量最
大、適航性最強、裝備最先進、功能設施最全、技術含量最高，兼備
海事巡航監管和救助功能的大型綜合執法船，比肩世界領先水平。

設直升機庫和起降平台
「海巡01」輪造型威嚴挺拔、剛勁簡潔，排水量達到5418噸，設

計總長128.6米，型寬16米，型深7.9米，主機功率12000千瓦，設計航
速20.4節，續航能力達10000海里，自持力45天。船上設有直升機機
庫和大型直升機起降平台，可搭載直升機並配合其進行加油、救生、
搜尋等作業。

本報記者了解到，該船由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歷經2年多
建造完成，本次海上試航是其列編前的最後一次 「體檢」，主要包括
測速、動力定位系統、自動舵等項目，通過檢查船體結構、設備、系
統等的協調和穩定性，測定船身及主要設備、系統的各項性能指標，
為該船的安全航行和操作使用提供技術依據。此外，這次還將進行巡
航、救助以及直升機與 「海巡01」輪協同配合等方面的試驗。

確保我海上運輸線暢通
「海巡01」輪的建造是中國實施海事巡航監管、人命財產救助一

體化試點的重要標誌，可進一步提升我海事巡航執法的綜合實力。該
船將配屬於上海海事局，並計劃今年出訪澳洲，途中順訪東南亞多個
國家。

記者從海事部門了解到， 「海巡01」輪正式列編後，將在我國管
轄的海域範圍內執行海事巡航、安全監管、海上人命搜尋救助、海事
調查取證、海上船舶溢油監測處置、海上重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指揮
等任務，具備對遇險受傷船員進行簡易藥物、器械、手術治療的能力
，可同時搭載200名獲救人員。

對此，上海海事局處長唐月才表示，中國海事部門承擔保障海
上交通安全、組織實施海上人命救助、保護海洋環境等方面的重要職
責， 「海巡01」輪的投入使用將提升中國海事履行職責的能力，確保
我國海上運輸生命線暢通，維護我國經濟安全運行。

【本報訊】據台灣《聯合晚報》七日報
道，中國大陸在海南島組建航空母艦靠泊的
專用碼頭，準備將兵力投射南海，台灣方面
也投入資金，準備評估在南沙興建碼頭可行
性。島內海岸巡防署官員表示，海巡署希望
在太平島興建足夠兩千噸巡防艦靠泊的離岸
式碼頭，未來進一步延長太平島上的機場跑
道；但跑道由哪個部會負責興建，還需要統
一規劃。

島內海巡署編列2013年度預算案，新增
「東、南沙地區防務工事及設施改善計劃」

，總經費為1.43億元（新台幣，下同），其

中有1900餘萬元預算將投入興建太平島碼頭
評估，研究太平島興建可供海巡署最大噸級
艦艇靠泊的碼頭，增加太平島軍事、警戒和
運補的能量。

南沙太平島距台灣1600公里，島上現有
簡易碼頭只能停泊快艇，機場跑道長度僅
1150公尺，運補困難，一般船運物資須在外
海大船換小船，否則只能請海軍出動 「中和
級」戰車登陸艦才能直接搶灘運補；飛機只
能在天候良好時起降。台當局正在規劃先擴
建碼頭，再延長機場跑道，改善太平島對外
交通設施。

台擬建太平島巡防艦碼頭
台灣老人北京深山失蹤

美第一夫人禮服
出自台南巧手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七日報道︰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7日在歡迎博鰲論壇台灣代表團酒會前
說： 「兩岸關於服務貿易工作層面的商談已經結束，
現在雙方在做一些收尾的工作，當然，最後各自進行
一些審批。最後將交由（兩岸）兩會（海基會與大陸海
協會）協商」。台灣陸委會主任秘書兼發言人吳美紅
也證實，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 「初步完成協商工作，
目前雙方在做核對工作，還待各自完成內部程序」。

將交由兩會協商簽署
據了解，兩岸服務貿易如今已完成業務溝通，剩

下文本核對等工作，並由雙方主談機關經濟部和大陸
商務部各自就內容完成內部行政程序，若無問題，就
可交由兩會協商，進一步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大陸銀行業監督管理

委員會，4月1日曾共同召開銀行業監理平台第三次會
議（金銀三會）。官員表示，雙方金融主管單位當時所
協商銀行業開放的內容，也將列入服務貿易協議中。

兩岸於2010年6月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在服務貿易早收清單部分，台灣向大陸開放9個
項目，包括兩岸可合辦專業展覽、開放大陸銀行入島
等，而大陸向台灣開放17個項目，包括取消台灣華語
電視進口配額限制、允許台灣登陸設立獨資醫院、允
許台商投資大陸航空器維修領域等。

這兩年來兩岸服務貿易早收清單頗有成效：台灣
核准陸資來台投資案件中，屬於服務業早期收穫項目
者達60件，其中以中國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去年在台
北成立分行最受矚目；大陸核准台商投資服務貿易項
目共計241件，投資或增資金額約3.27億美元，以電
腦軟體設計業居多。

然而，兩岸服務業仍有許多合作的契機。去年兩
岸已積極洽簽服務貿易後續協議，原定年底完成，但
因ECFA服務貿易協議涉及行業面廣泛，雙方涉及到
的相關部會多而繁雜，意見整合不易，直到現今終於
完成協商。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七日電】近年在 「以藥養醫」體
制下，醫療產品價格虛高，加上消耗量巨大，催生廣東醫療
衛生系統賄賂案高發。據廣州市檢察部門最新披露，僅去年
查處醫衛系統商業賄賂案同比激增逾3成，涉案主體多為醫
院高層，且受賄手段較以往更加隱蔽化。

藥品 「回扣」問題在廣東醫療領域屢禁不絕，曾以 「降
低價格、優質服務」而被樹為典型的茂名高州市人民醫院，
日前曝出包括院長在內的30餘名醫生涉嫌收受 「回扣」而轟
動一時。而據記者7日從廣州市檢察部門獲悉，僅去年共立
案查處醫衛系統商業賄賂案55宗，同比均激增逾3成，亦印
證該類犯罪在廣東呈現易發高發態勢。

值得關注的是，涉案主體以醫院高層人員居多。如在廣
州檢察部門查處的涉嫌受賄犯罪的33人中，擔任醫院領導或
科室負責人的就有31名；而且賄賂手段趨隱蔽化，如行賄方
通過合法帳目掩蓋賄賂行為，以科研費、會議費、培訓費等
名義給付回扣，或以虛開的餐飲、會務、禮品等票據頂帳。
賄賂物也從單一金錢向名貴字畫、提供各種免費旅遊或無償
服務轉化；甚至出現受賄人以親屬名義入股、以股金分紅的
形式受賄等新況。

▲國台辦招待酒會7日在海南博鰲舉行，圖為國務
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左）正在和台灣兩岸共同市
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在會上交流 中新社

▲中國最大公務執法船 「海巡01」 輪7日航經上海黃浦江外灘水域 楊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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