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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朝鮮半島和平的邏輯

對平昌的突破感到滿意的人實際上期待著
朝鮮和韓國繼續他們來之不易的互動，並逐步
作為開啟半島對話和談判的大門。
平昌是韓國東北部的一個小鎮，人口僅有4
萬。正在進行的冬季奧運會讓它在世界範圍內
受到關注。在2月9日晚上的開幕式上，當朝鮮
和韓國代表團在11年後再次傳統民謠“阿里郎
”進入舞台時，世界感動了。
觸動人心，自然不僅僅是運動。一年甚至
幾個月前，朝鮮半島局勢陷入僵局。難怪有觀
眾告訴媒體：“只要我們能夠聯合起來，我們
就會感動。” “紐約時報”報導說，它使用了
這樣一個標題：“冬季奧運會將隨著朝鮮和韓
國的進入而開放，帶來和平的希望。”
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只有冬奧會的溫暖可
以完全驅散朝鮮半島的陰霾。暫時的“驚喜”
不能支持“和平的希望”。對平昌取得突破感
到滿意的人們實際上期待著朝鮮和韓國繼續他
們來之不易的互動，並逐步作為開啟半島對話

和談判的大門。畢竟，對話與談判是真正解決
半島僵局，打破惡性循環的必由之路。
韓國將冬奧會開幕式的主題定為和平。導
演告訴世界各地的觀眾關於探索和平時間旅程
的五個孩子，呼應和平的呼聲。然而，在和平
問題上，世界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在一個方面進
行，而是作為對道義責任的真正認同。用法國
哲學家雷蒙德阿隆的話說，儘管國際關係“不
可複制”，但和平在“道德上是必要的”。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和平希望”取決於
有關各方是否能夠共同努力，成為第一個和平
的邏輯。在冬季奧運會期間，朝韓採取的緩和
局勢的第一步非常及時，非常重要。我們必須
真正把握來之不易的轉折點，繼續努力改善南
北關係，共同努力維護半島的和平，實現半島
無核化，停止一切矛盾激化和矛盾激化的行動
為對話談判創造積蓄條件的氛圍。
我必須指出，在國際社會普遍期望盡快恢
復朝鮮半島問題，恢復談判並走上正軌的情況

下，朝著相反方向行事的國家將會只會增加其
尷尬。現實的例子在這方面並不罕見。據報導
，日本領導人最近在與韓國進行會談時，提出
了有建設性的建議。目前還不是推遲韓美聯合
軍演的舞台。聯合軍事演習照常進行尤為重要
。溫總理在演講中堅持認為 - 推遲韓美軍事演
習是涉及韓國主權和內政的的問題，日本領導
人不宜親口言及該問題。
作為半島的鄰國，中國一直是和平力量的
貢獻者。中國堅持鄰居有問題，應該幫助的原
則。早些時候，當半島局勢升級時，中國是最
堅定有力的勸說促進者如今，半島兩岸在平昌
冬奧會周圍進行了一系列積極的互動，中國自
然支持這一點。中國希望南北雙方將冬季奧運
會期間的對話轉變為日常持續的對話，將朝鮮
與韓國之間的互動擴展到各方特別是朝鮮與美
國之間的互動，並進一步努力改善南北關係維
持和平與穩定。

AI智慧新聞稿
本報特約評論員 李文

中新社北京2月13日電（記者李曉宇）據中國商務
部13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1月份中國對非金融類外
商直接投資108億美元，同比增長39.7％去年同期，並
已連續三個月增長。
1月份中國的外資“開門紅”與去年同期基數較低
。由於對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官方打擊，2017年1月，中
國對外投資達77.3億美元。
1月份，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46個國家增
加投資，總投資12.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0％以上
。投資主要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老撾，越南，印尼
、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等國家。
據業內人士介紹，從2018年開始，中國企業海外
礦產品投資猛增。據商務部消息，1月中旬，中國企業
對外投資達到37.5億美元，幾乎是去年同期的9倍。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新簽海外承包工程項目共簽訂
合同金額超過5000萬美元的項目37個，金額達到93.3
億美元，佔新簽合同額近80％合同。其中工業建築項目
合同額近6倍，國際能力合作進一步加強。
考慮到2017年的基數很低，海外投資的“水分”
基本結束，預計中國的外國投資料將恢復高增長。
在過去六個月中，中國經常懲罰企業進行海外投資
，包括加大對瀆職，不正當競爭，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
全的威脅或危害，以及為違法活動提供融資等違規行為
。超過3億美元的外國投資進行重點督查等。

2018年，1月份中國對外投資同比增長近40％

天津檢察機關依法起訴孫政才賄賂案件
本報特約評論員 陳四喜

新華社北京2月13日電
記者從最高人民檢察院
了解到，原第十八屆中
央政治局委員，原重慶
市委書記孫政才因涉嫌
賄賂被捕，被最高人民
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
確定後，移交天津市檢
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近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
分院在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在審查和起訴階段通知被告人孫政才合法
有權訴訟並訊問被告人孫政才，聽取了他的辯護人天津
市人民檢察院的意見，第一分院起訴書稱：孫政才將其
用作中共北京市順義區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市委書
記，農業部長，中共吉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重慶市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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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
央辦公廳關於起訴孫政才涉嫌犯罪的公報精神。會議強
調，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融入中央精神，堅決維護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集中統一領導，堅決
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黨中央全面嚴格執政，這一舉措與
以習近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高度一致。
相關進展：
2017年7月15日，新華社發佈消息，孫政才不再兼
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2017年7月24日，新華社發佈消息，鑒於孫政才涉
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對其立案審查。
2017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
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其
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經查，孫政才動搖理想信念，背棄黨的宗旨，喪失
政治立場，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重違
電話：（852）3525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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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央八項規定和群眾紀律，講排場、搞特權；嚴重違
反組織紀律，選人用人唯親唯利，洩露組織秘密；嚴重
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權和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
或夥同特定關係人收受巨額財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
巨額利益，收受貴重禮品；嚴重違反工作紀律，官僚主
義嚴重，庸懶無為；嚴重違反生活紀律，腐化墮落，搞
權色交易。其中，孫政才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
受財物問題涉嫌犯罪。審查中還發現孫政才其他涉嫌犯
罪線索。孫政才的行為完全背離了黨性原則，嚴重違背
了黨中央對高級幹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辜負了黨中央的
信任和人民的期待，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巨大損害，社
會影響極其惡劣。
2017年9月30日，重慶市四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
十次會議，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軒主持會議。會議表決
通過了個別人大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審查報告，依法罷免
孫政才的重慶市第四屆人大代表職務。

承印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18號祥達中心20樓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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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面部署實現三步調配
我國將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

Pacific News

本報特約評論員 李文

什麼是﹁李克強指數﹂？
三個指標比GDP更真實？

中新網2月11日電（記者趙永新）科技部副部長黃
偉11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將全面
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努力建設世界重大科技中心本世紀
和創新高地。會上還聽取了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全面加
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確定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三步走”的發展
目標。建議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建成世界重要的科學
中心和創新高地，一批重大的原創性科學成果和國際頂
尖水准出現，成為科學大師，提供強有力的科學依據。
以強大科學的精神建設繁榮，強大，民主，文明，和諧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提供強大的科學
支撐。

三是壯大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培養造就具有國際水
準的戰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領軍人才、加強中青年和後備
科技人才培養、穩定高水準實驗技術人才、建設高水準
創新團隊。
四是提高基礎研究的國際水平。繼續參與國際重大
科學項目和其他國家發起的重大科學項目，根據我國現
有條件培育一批具有合作潛力的項目，努力組織新的重
大國際科學專業和重大專項科學項目。
五是優化基礎研究發展機制和環境。加強基礎研究
的頂層設計和總體協調，進一步幫助科研項目改革和資
金管理，促進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一體化，促進科技資
源的公開共享，根據基礎研究機制的特點和規律完善評
估工作，加強對基礎研究機制的建設等。

“意見”來自五個方面的關鍵部署安排。

一是加強教育基礎研究佈局，加強數學物理等重點
基礎學科建設，加強前沿科學研究，推進重大科學問題
研究，優化基礎科學研究支撐體系。國家科技計劃。
二是建設國家實驗室，建設高水準的科研基地，注
重國家目標和戰略需要，加強國家科技戰略;加強基礎
研究創新基地建設，優化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創新基地佈
局;加強定期科技創新基地，評估考核和調整。培養具
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領軍人才，發展
中青年科技人才培養，穩定高水平實驗技術人才隊伍。

洋河酒系列：

＊甚麼是「李克強指數」？
＊「李克強指數」VS「GDP」
＊甚麼是「李克強指數」？

近年中國經濟和股票出現明顥背馳，不少分析員開
始對GDP提出質疑，因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
2010年開始提及這個「李克強指數」，其實「李克強
指數」的由來是話說當時2007年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

蘇酒集團 ( 洋河股份 ) 位於中國白酒之都——江蘇
省宿遷市，坐擁“三河兩湖一濕地”，是世界三大濕地
名酒產區之一。公司總佔地面積近 10 平方公里，總資
產 282.18 億元。
公司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洋河釀酒起源於隋
唐、隆盛於明清，曾入選清皇室貢酒，素有“福泉酒海

克強，在跟美國駐華大使會面時，提及以GDP來衡量
中國大陸經濟的話，想想會出現水份，因此李克強便以
「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已放貸款量
」這三個指標作為中國經濟溉況的判斷準則，之後便被
「經濟學人」名為「李克強指數」，此後被分析員廣為
使用。

＊「李克強指數」VS「GDP」

由「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已放
貸款量」組成的「李克強指數」後來被花旗銀亅編制時
將比重重新設定為25％、40％及35％，克強指數之所
以被認為更能留映中國經濟現況主要因為中國工業生產
與能源消耗息息相關，所以能以用電量去反映工業生產
的活躍度及開工率；貨運量反映經濟運用效率；放貨量
反映市場對經濟的信心，而由於這佔指數大部分的成份
都是以消耗量作準，所以被認為幾乎不可能造假，而且
與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活動是呈現高度正相關，相反，
GDP則常被人稱容易做假，而且GDP增長與中國股市
嚴重背馳，所以近來不少分析員都愛用「李克強指數」
來檢示中國經濟情況。

＊施淩看今天的「李克強指數」

我們認為，「李克強指數」中的三個指標都是屬於
實際消耗量，幾乎不能作假，在經濟學上它們是屬於消
耗性的概念，的確是符合中國內地一直的高消耗高生產
的工業發展模式，但傳統的GDP則是計算國內生產總
值，事實上它應是最能反映國家國力及財富的，因為一
定量的消耗未必等於一定量的產品，所以施淩認為，在
經濟存在水份的情況下，「李克強指數」可作為多一個
參考指標，但長遠來說，如果中國慢慢轉型內需的話，
「李克強指數」這一個重工業消耗的指標則會慢慢淡出
，而計算估值的話，還是用GDP會較為準確。

清香美，味佔江淮第一家”的美譽。雙溝因“下草灣
人”、“醉猿化石”的發現，被譽為是中國最具天然釀
酒環境與自然酒起源的地方。作為中國名酒的傑出代
表，洋河、雙溝多次在全國評酒會上獲得殊榮，彰顯了
名酒風範。

廠址：江蘇省宿遷市洋河鎮中大街 118 號
傳真：025-52489252
蘇酒集團客服熱線：95019/4001199999/400-828-1589( 座機撥打 / 手機撥打 )
電郵：webmaster@chinayanghe.com
國際業務熱線：+86 25 86438732
電郵：global@chinayang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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