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召開的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將描繪香港在國家發展藍圖中的
新未來，北京市分管商務工作的副市長程紅17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
說，京港兩地合作空間巨大，合作方式亦從早年的單向發展變成雙向。
瞻望未來，香港和內地將形成中國整體優勢走向全球，利用服務貿易優
勢，掘金 「一帶一路」 的大市場。

不少大型央企和民企已經瞄準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斬獲一系列大型基建以
及貨物貿易大單。不過，程紅則看好香港
利用自身的中介優勢，與內地聯手瞄準服
務貿易領域， 「以前大家知道國際工程承
包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現在技術服務、
通訊服務，以及文化這些方面的服務貿易
需求也非常廣。」

程紅表示，香港業界在服務領域具有
優勢。香港中介從業者熟悉包括金融和法
律在內的國際規則，而對內地企業了解和
市場網絡則是北京中介從業者的優勢，雙
方能夠各取所長，優勢互補。她還特別指
出，除了香港的經濟支柱外，創新科技、
檢測及認證、醫療服務、文化創意、環境
保護、教育服務等六大優勢產業也都是服
務業。

港是京最大外資來源地
程紅評價說，香港的金融、貿易、運

輸等領域在一直在亞洲和全球版圖中佔有
重要位置，再加上完善的營商環境，構成
了香港的比較優勢。

在程紅看來，目前內地整體經濟還處
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香港服務業介
入全產業鏈，並給價值鏈增值。她說，價
值增值靠的就是服務貿易重要環節，包括
營銷、品牌、廣告等， 「在內地工業化升
級轉型中，我相信在這些領域方面具有比
較優勢的香港企業有非常大的空間。」

回顧過往的京港合作，程紅表示，香
港是北京居於首位的合作夥伴：既是北京
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又是北京走出去資金
最為聚集的區域。她形容道，北京有將近
一半走出去的資金都是先在香港這個航空
母艦上落地，適應國際環境後再走到更遠
的地方去。

程紅強調稱，香港工商界需要非常堅
定信心認識自己的比較優勢和絕對不可替
代的角色，主要就是發揮中介作用，對接
內地和國際兩個不同的市場。 「區域之間
合作也好，國際之間合作也好，核心就是
發揮自己的優勢，把自己的優勢做足並充
分發揮出來，這是最重要的。」

程紅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十餘年中國已經是全球貿易第一大國，
再過幾十年，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會非常好
，北京和香港要互相合作，發揮各自優勢
，共同將中國經濟的形象由中國製造提升
為邁向全球的中國服務。

談及以服務貿易為特色的 「京交會」
，程紅表示，今年將會明確 「一帶一路」
和擴大開放服務的特色，邀請亞投行和絲
路基金等金融機構高管出席，撮合企業成
交。據悉，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
貿易交易會將於5月28日至6月1日在國家會
議中心舉辦。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中央軍
委巡視組近日分4個組對海軍、空軍、火箭
軍、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學技
術大學和武警部隊黨委班子及其成員開展
回訪式巡視。這是中央軍委實現對原四總
部和大單位黨委班子及其成員巡視全覆蓋
後，首次集中組織巡視 「回頭看」。

據此間官方媒體報道，為鞏固擴大巡
視成果，毫不放鬆地加強對高層黨委班子
及其成員的監督，中央軍委決定在實現第
一輪巡視全覆蓋後，逐步對巡視過的單位
進行 「回頭看」。

軍隊第一輪巡視期間，發現了一些單
位和領導幹部在遵守政治紀律政治規矩、
選人用人、糾 「四風」改作風、工程建設
和房地產管理、裝備物資和藥品器械採購
、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分配和出售、落實 「
兩個責任」、執行改革紀律情況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問題，以及一批重要問題線索。

經中央軍委批准，相關問題和線索分
別移交被巡視單位黨委整改查處，移交軍
委紀委等有關部門查處辦理；對巡視中受
理的反映軍級以上幹部問題不構成移交查
處線索的信訪事項，分別採取誡勉談話、

約談、提醒談話、轉本人作出說明等方式
，進行提醒，產生了有力震懾效應，為推
進正風肅紀反腐、純潔軍隊政治生態發揮
了重要作用。

回訪巡視，重點監督檢查遵守政治紀
律政治規矩、反饋的傾向性突出問題整改
、移交的重要問題線索調查處理以及落實
「兩個責任」等方面的情況，對移交問題

線索整改查處不認真不徹底的，督促再整
改再查處，嚴肅追責問責，推動見底落地
。同時注重發現新問題、形成新震懾，持
續釋放巡視監督永遠在路上的強烈信號。

軍委巡視組回訪七大單位

利用服貿優勢 雙向合作空間大

程紅：京港攜手掘金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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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宋偉大連報道：17日
，第十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教育無國界
」教育周在大連外國語大學開幕，來自俄羅
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及中國5個上合組織成員國代表出席開幕
式。這是中國首次舉辦該項活動。

上合組織大學中方校長委員會主席孫玉
華表示，在國家實施 「一帶一路」戰略的大
背景下，本次活動吸引沿線國家高水平大學
參與。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同時，上合組織
大學將繼續開拓本碩博連讀的專才培養模式
，為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智力支持。

「上合組織成員國都是絲綢之路經濟帶
的核心國家，在經濟合作上進行了有益嘗試
，而人才培養則為經濟合作提供了持續動力
。」孫玉華表示，中方院校去年通過上合項
目派出100名學生赴其他成員國留學，並接

收52名外方學生到中國留學。越來越多的國
際高校希望與上合大學合作，項目框架下學
生國際交流指數亦逐年增長。未來，上合大
學將進一步完善管理機制和共同決議協調機
制。擴大上合大學框架，創建新的科研、教
育和專家中心。

在2007年的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元首
峰會上，俄羅斯時任總統普京倡議成立 「上
海合作組織大學」，得到各成員國的一致贊
同。目前，上合組織大學已經發展成為世界
上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區域性多邊國際教
育合作項目，項目院校共由5個成員國家的
80餘所高校組成，涉及區域學、生態學、能
源學、IT技術、納米技術、經濟學和教育學
七個方向。

另據了解， 「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機制
協同創新中心17日在大連外國語大學揭牌成

立。大連外國語大學校長劉宏表示，該中心
的設立旨在落實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服
務國家中華語言文化 「走出去」戰略和遼寧
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升遼寧在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與合作領域影響力與
話語權。

上合組織高校冀擴大專才培養

粵將舉行最大海上搜救演習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記者從

廣東海事局獲悉，2016年珠江口國家海上
搜救演習將於5月19日在廣東珠海桂山島海
域舉行。此次演習首次採用國家層面演習
與現場演練相結合的方式，是迄今為止規
模最大的一次。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也將
派出救援力量參與本次演習。

據介紹，本次演習模擬化學品船與客
船碰撞遇險後，政府部門和民間展開一系
列的救援行動。根據國家海上搜救聯席會
議的部署指揮，事故險情最終得到有效控
制處置。

廣東海事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本次演
習將有國家19個部委和42個單位參加，動

用35艘船艇、4架飛機和1300餘人。
珠江口水域覆蓋廣州、深圳、珠海等

珠三角城市群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是華南地區繁忙的水上運輸樞紐，也是中
國通航環境最複雜的水上通道之一。據廣
東海事局副局長莊則平介紹，珠江口年通
航量超過150萬艘次，且該水域極端天氣頻
發，船舶發生事故的風險極大。

據介紹，本次演習將首次採用國家層
面演習與現場演練相結合的方式，發揮國
家海上搜救部際聯席會議優勢，實現多部
委聯動，政府和民間力量共同參與。此次
演習是迄今為止參演單位和部門最多的一
次海上搜救演習。

京交會31日對公眾開放
【大公報訊】據北京晨報報道：第四屆中

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稱京交會
）將於5月28日在京開幕。據了解，第四屆京
交會舉辦5萬平米展覽展示和122場論壇會議及
洽談交易活動。展覽展示設立 「一帶一路」主
題展區、京津冀聯合展區、境外國家和地區（
含台港澳）展區、省區市展區、行業展區，以
及國際服務貿易創新試點展示和優秀服務示範
案例展示。其中，行業展區設立雙創服務、互
聯網＋、智慧城市、體育服務等21個專題展區。

本次京交會將5月31日設為公眾開放日，
向公眾開放位於朝陽區天辰東路7號的國家會
議中心一層、三層、四層及地下一層的主展館
，有意參觀的市民及客商可持本人有效證件到
國家會議中心東側的註冊中心，核驗證件後免
費領取參觀票入場。

有效身份證件包括身份證、護照、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台胞證。開放參觀時間為
9點至17點。開放日參觀票為免費領取，請勿
通過其他渠道購買。參觀的市民和客商請盡量
選擇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如駕車前往，車輛可
停在國家會議中心東側的新奧購物中心地下停
車場、展館西北側的地面停車場。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17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
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
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
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
能走在世界前列。

他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
，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
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

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
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誌，必須旗
幟鮮明加以堅持。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
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
義。

習近平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
指導，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核
心要解決好為什麼人的問題，最終要落
實到怎麼用上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
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
研究導向。

習近平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
哲學社會科學，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
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
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
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習近平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
會科學，一是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
要善於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
的資源。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二是要體現
原創性、時代性。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
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

主體性、原創性。三是要體現系統性、
專業性。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
、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大力弘揚優良學風
習近平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

會科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項極其繁
重的任務，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各方
面力量協同推進。

習近平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是
知識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把這支隊伍關
心好、培養好、使用好，讓廣大哲學社
會科學工作者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
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
、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

習近平指出，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
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
康、活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爭鳴，活躍
學術空氣。要大力弘揚優良學風，推動
形成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
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風清氣正、
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

習：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科

大公報記者 李理北京報道

一帶一路與香港＞＞＞

▲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
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是習近平同與會專家親切交
談 新華社

▲中外代表為 「一帶一路」 人文協創中心
揭牌 大公報記者宋偉攝

▲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接受大公報專訪
大公報記者姚勇攝

▲第四屆京交會將於5月28日至6月1日
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