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❶保持元首年度會晤，建立高級別經濟
財金對話機制

❷提升核能、航空等傳統領域合作水準
，加強聯合研發、聯合投資和聯合生產，共
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❸在城鎮化、現代農業和農產品加工、
工業節能、新能源等領域打造合作新亮點

❹加強文化遺產保護、防範和打擊文物
走私領域合作，支持在本國推廣對方語言，
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促進旅遊合作

❺加強在二十國集團事務中以及在氣候
變化、糧食和能源資源安全等問題上的協調
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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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合拓核能航空市場
習近平奧朗德達成多項共識

國防部：赴釣島海域訓練視需而定

強調穩住宏觀放活微觀

中常委研究經濟工作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5日上午，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當前經濟
形勢和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
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強調，要未雨綢繆，加
強研判，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
會政策要托底。

會議認為，一季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局
平穩，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夏季糧油生產勢頭良
好，國內消費穩定增長，投資和進出口較快增長
，物價水準基本穩定，城鎮失業率維持較低水準
。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結構調整繼續推進，服
務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加快，企業利潤出現恢復
性增長，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幅度加快。城鄉居民
收入較快增加。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一

些困難和挑戰。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增長動力
不足，全球流動性大幅增加，主權債務危機反
覆衝擊市場信心，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不
斷顯現。從國內看，經濟增長動力仍需增強，
影響農業穩定生產因素仍然較多，金融領域潛
在風險需要加強防範，環境污染和食品藥品安
全等問題突出。

社會政策要托底
會議強調，面對新形勢，我們既要充分肯定

取得的成績，又要清醒看到存在的問題，未雨綢
繆，加強研判，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
活，社會政策要托底。要按照穩中求進的要求，
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繼續實
施和用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

強政策針對性，統籌考慮穩增長、控通脹、防風
險。

釋內需潛力 爭農業豐收
會議提出，要力釋放內需潛力，大力發展

綠色消費和服務消費，先行取消下放一批投資項
目審批事項，嚴格控制 「兩高」行業盲目擴張。
力爭農業豐收，抓好夏季糧油生產和春耕備耕工
作，實施好新一輪 「菜籃子」工程，加強畜禽疫
病監測和防控。促進對外經濟穩定發展，增加能
源資源、先進技術和設備等進口，擴大金融、物
流等服務業開放，支持重點領域、重大項目的境
外投資，優化利用外資結構。保持價格總水準基
本穩定，做好重要商品儲備吞吐和進出口調節工
作，完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的

聯動機制。扎實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積極推進產
能過剩行業調整，堅決遏制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
，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支持服務業新型業
態和新型產業發展。切實加強環境保護和資源節
約，把環境保護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研究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強化重點流域和地下水
污染防治。扎實推進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推
進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大力實施集中連片特
困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加大改革攻堅
力度，抓緊清理、取消、調整行政審批項目，做
好擴大營改增試點地區和行業範圍工作，抓緊建
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完善資源性產
品價格形成機制。

做好禽疫防控蘆山救災
會議強調，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早做

好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工作，完善城鄉居民養老
保險制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城鄉統籌，完善低
保、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制度，抓好房地產市
場調控和住房保障工作。做好H7N9禽流感疫情
防控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四川蘆山地震抗震救災
工作，安排好受災群眾生活，抓緊做好災後恢復
重建各項準備工作。

【本報訊】中新社東京二十五日消息：據日本NHK
電視台消息，日本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長德地秀士25日晚乘
坐飛機前往北京，將出席中日防務司局級磋商。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24日在記者會上透露，日中兩國
計劃近期舉行防務部門間的司局級磋商，以防止釣魚島周
邊海域出現突發事態。據悉，該計劃現已進入協調階段，
司局級磋商預計於26日召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3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就中日
關係強調： 「中斷所有領域的聯繫是錯誤的。」暗示日本
主張在與主權問題無直接關係的領域重新開啟對話。

去年9月以來，日中防務部門間並無司局級官方往來
。如果26日的磋商順利召開，這將是安倍政府上台後的首
次，也將是在日中兩國間政治對話尚無進展的情況下，兩
國首先開始了事務層面的高級磋商。有分析稱，日本政府
的考慮是，由於釣魚島問題已有持久化趨勢，兩國有必要
商討避免 「最壞事態」的對策。

據新華社報道，奧朗德代表法國政府和人民再次
對中國四川蘆山發生強烈地震致以誠摯慰問。習近平
對此表示感謝。

習近平指出，中法都是具有獨立精神的大國，都
致力於國家發展振興、人民幸福，都主張世界多極化
，都堅持多邊主義。當今世界變化很快，各國相互聯
繫、相互依存程度前所未有，一大批新興和發展中國
家快速崛起。新形勢下，中法要繼續做優先戰略合作
夥伴，相互支持、深化合作，走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
傳統國家合作共贏之路，共同致力於推動國際關係民
主化，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方向發展，推
動平等協商集體制定國際規則，推動對話和平解決國
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習近平強調，中法雙方要加強溝通和交往，相互
尊重、深化互信，切實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支持對方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雙方要眼長遠，
秉持創新和共贏理念，結合各自發展戰略，拓寬思路
、拓展領域，擴大經貿合作。雙方要加強人文交流，
增進兩國人民友好感情，共同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
雙方要加強在國際事務中協調和配合。我們對中法新
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未來寄予期待。

奧朗德表示，面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法中作為兩
個負責任的大國，應就重大問題加強對話、協調與合
作，共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
法國致力於同中國加強相互信任、互利共贏、穩定發
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法國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支持中國的發展。

建經濟財金對話機制
兩國元首就全面加強中法交往合作交換了意見，

決定：
保持元首年度會晤，加強戰略對話，建立高級別

經濟財金對話機制。
提升核能、航空等傳統領域合作水準，加強聯合

研發、聯合投資和聯合生產，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在城鎮化、現代農業和農產品加工、食品加工、工業
節能、新能源、城市可持續發展、衛生、數字化、海
洋、極地等領域打造合作新亮點，擴大雙向投資，促
進雙邊貿易平衡增長。中方願擴大進口法國產品，法
方願為中國企業赴法投資提供良好環境。

多領域打造合作新亮點
加強文化遺產保護、防範和打擊文物走私領域合

作，支持在本國推廣對方語言，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

，促進旅遊合作。共同搞好明年中法建交50周年慶祝
活動。

加強在二十國集團事務中以及在氣候變化、糧食
和能源資源安全等問題上的協調和配合。

本互利共贏精神，推動中歐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中方將繼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問題的努力。法方表
示將繼續在歐盟內部為促進歐中關係發揮重要作用。

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地區熱點問題交換了看法。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兩國政府和企業間
多項合作文件的簽署，涉及科技創新、環保、城市可
持續發展、文化、旅遊、核能、電力、航空、金融保
險、食品和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

雙方共同發表了《中法聯合新聞公報》。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奧朗

德舉行歡迎儀式。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五日電】去年以來，中
國海軍三大艦隊均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過航行和訓
練活動。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今天在例行記者會
上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根據計劃到相
關海域進行訓練是完全正當的，也是完全合法的。今
後中國海軍艦艇編隊也會根據需要到相關海域進行航
行和訓練。

遼寧艦定要遠航
有記者問及遼寧艦將擇機遠航，還有外媒猜測可

能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或沖繩附近海域展開訓練，對此
楊宇軍說，航母不是 「宅男」，不可能總待在軍港裡
面，因此將來航母肯定是要去遠航的。究竟什麼時候
出去？到哪個海域？組成什麼樣的編隊？這些到時候
要根據各方面情況綜合考慮。

對當前中日兩國防務關係，楊宇軍表示中日關係
由於日本政府非法購買釣魚島而面臨嚴峻局面，兩國
防務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當前日方要停止一
切挑釁言行，切實為相關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

他強調，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是導致
當前中日關係出現緊張的根源。日方應該深刻反省，

採取切實措施，為妥善處理有關問題，維護中日關係
大局作出努力。

有台灣記者提出兩岸聯合保釣的問題，楊宇軍表
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維護對釣
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是兩岸同胞義不容辭的共同責任。

美清楚中國護釣決心
有記者問，美軍參聯會主席鄧普西24日表示，美

方認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中方是什麼
態度？楊宇軍回應稱，中方領導人向鄧普西重申了我
們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表明了中國政府和軍
隊堅定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的決心。
美方對此是清楚的。

兩岸軍事互信需積累共識
有台灣記者就兩岸和平協定和兩岸軍事安全合作

機制提問，楊宇軍回應稱，兩岸中國人應當竭力避免
骨肉同胞兵戎相見，在和平環境中攜手共創中華民族
的美好未來。多年來，大陸方面一再主張商談建立兩
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希望兩岸雙方

為此共同努力，不斷創造條件，逐步積累共識。
有記者求證中印邊境軍事對峙，楊宇軍稱所謂中

國邊防部隊和軍用飛機、直升機越過中印邊境地區實
際控制線的報道不符合事實。中國邊防部隊始終嚴格
遵守兩國政府達成的有關協定，致力於維護中印邊境
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本報訊】國家主席習近平25日在人
民大會堂同法國總統奧朗德舉行會談。兩
國元首就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
和地區問題進行坦誠深入友好的交流，取
得重要共識。兩國元首決定提升核能、航
空等傳統領域合作水準，加強聯合研發、
聯合投資和聯合生產，共同開拓第三方市
場。

日媒稱中日今防務磋商

中法兩國企業
25日簽署相關聲明
和備忘錄，內容包
括先進反應堆研發

、核燃料及經驗共享、核電站運維及性能提
升等。在有關業內人士看來，這標誌全球
核電強國和全球在建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聯
手掀開了核能領域合作新篇章。

中法上一次在核能領域展開大規模合作
要追溯到30年前位於廣東深圳的大亞灣核電
站建設。協議簽署方法國電力集團執行副總
裁兼亞太區總裁馬識路說，30年後的事實表
明，與中國同行在技術、管理、企業文化等
方面的並肩努力，已經使法國電力公司成為
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外國電力投資企業、中
國電力領域最重要的國際合作夥伴。

協議簽署方中廣核集團董事長賀禹則表
示，過去30年，以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
站的成功建設和安全運營，以及台山核電站
一期工程的順利建設為標誌，中法核能合作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這一過程中，中法企業在核電工程
設計、工程建設和管理、運營管理、專業技
術人才培養等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這些合作為促進中法兩國核能產業可持續發
展、提升兩國核電安全運行管理水準發揮了
重要作用。」他說。

「大亞灣的成功經歷表明，在兩國核電
業界的真誠合作下，中國、法國和世界都成
為受益者，並且未來還將繼續從中受益。」
中國國家核電重大專項委員會委員、大亞灣
核電站中方首任廠長濮繼龍說。

專家表示，依託1994年正式投入商業運
行的大亞灣核電站，長期扮演技術傳播者角
色的法國核電產業為其龐大的產能贏得了廣
闊的生存空間，其核電工業隊伍也得以壯大

、發展。
中國同樣是這一高科技領域坦誠合作的受益者。

從大亞灣核電站起步，中國不斷吸取世界核電技術發
展成果，目前已全面實現了百萬千瓦級核電站的自主
設計、自主製造、自主建設和自主運營，基本形成了
核電完整的工業體系。目前，中國已經成長為全球在
建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

馬識路說，法國電力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核電運營
企業、中國的在建核電項目數量位列世界之最，雙方
共同開發新堆型將推動兩國核能合作進入到新的、關
鍵性階段。

濮繼龍說，未來中法核能領域的合作將是對等戰
略性合作，領域包括封閉的核燃料循環後處理、新的
核電堆型研發等，這或許將改變世界核電產業格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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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中法兩國元首共同見證兩國政府和企業間多項合作文件的簽署 中新社

◀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
場舉行儀式，歡迎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 中新社

▲遼寧艦在進行海上試航 資料照片

▼大亞灣核電站核島全景 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