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1日
May 1，2015A5 两岸三地

MAINLAND, HONG KONG & TAIWAN

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主席首访巴基斯坦，这是中国
国家元首时隔九年再次访问“巴铁”。访问期间，中巴双方
签署50多项合作协议。中国与巴基斯坦开展的投资合作，引
发国际舆论关注。

中巴经济走廊
“旗舰”，是中国官方对中巴经济走廊在中国同周边互

联互通建设中的定位。习近平访问期间，在双方签署的50多
项合作协议中，有30多项与走廊建设有关。

美国彭博社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巴经济走廊，指出这是
北起中国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一条包括公
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也是“一带一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称，访问期间中方的焦点将是建设
长达3000公里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将发挥桥梁作
用，可惠及30亿人。

日本《外交学者》称，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基础设施改造
升级将有助于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向中国运输物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
塔尔说，中巴经济走廊可以通过中亚和高加索，将欧洲与中
国连接起来，并通过巴基斯坦和印度进一步连接东南亚。他
说：“30年后，这条路线将比现在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路线更
加重要。”

“全天候”关系
早在2010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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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证实中朝边境村庄3人遇害 系8个月来第
三起

4月24日夜，3名疑似身穿“军服”的朝鲜
男子越境，在吉林省和龙市龙城镇石人村杀
害3名村民后逃走。

韩国KBS电视台报道称，中国武警和公安
投入大规模警力，正对朝鲜逃兵可能隐身的
周边山岭进行拉网式搜索。目前，尚不清楚
肇事朝鲜逃兵还藏匿于中国还是已经逃回朝
鲜。当地政府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居民减少
外出。

这起事件是8个月以来，已知的至少第三
起中国边民被杀事件。2014年9月3号，一北朝
鲜人越境锤杀南坪村一家3口;2014年12月27日
晚，一名朝鲜逃兵持枪闯入和龙市南坪镇南
坪村，枪杀4名居民后逃跑。当天，被中国警
方击伤后抓获。

中国官方首次承认大量农储粮或已严重受损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官媒曝

光了中储粮公司仓库存粮质量低劣问题——
一般被视为禁忌话题，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承
认大量农业储粮可能已严重受损。中国中央
电视台周末播出名为《粮仓“硕鼠”》的报
道，暗访画面记录了中国东北中储粮仓库官
员以折扣价格购买陈粮或低质粮食，在填写
相关文件时却显示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
新粮。报道中曝光的粮食已发芽、变色或发
霉。中国粮食储备的真实质量将给全球粮价
带来重大影响。若储粮中大量无法食用，中
国将被迫增加进口，从而令国际粮价上升。
若储粮质量好，北京会采取措施降低储量，
将其推向市场，这将让粮价走低。

新闻自由第186 蔡英文：应高度关注高瑜事件
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于4月29日发表年度报
告，其中台湾的新闻自由程度排名世界第48

位，比2014年退步了一名。尽管如此，台湾
仍被列为全球63个拥有新闻自由的地方之
一，而大陆在该评比中仅排名第186位，位于
榜单末段。对此，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当晚在“脸书”（Facebook）特别引用前不久
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而被判刑的
大陆记者高瑜的例子，说明新闻重要的重要
性。她也呼吁，台湾言论与新闻自由的环境
仍要坚持捍卫。

中国公布100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 首名嫌
犯落网

据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消息，4月25日，在公安部指挥下，
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
察机关密切配合，将公开曝光的百名逃犯之
一戴学民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外逃人员
后的首个落网人员。

央企将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 数量或减至40家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

悉，目前国资委确定了下一步的国企改革重
点，央企将在分类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兼并重
组，央企数量有望进一步缩减至40家。

25省份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出炉 上海最高
近期，中国各地2015年一季度居民收入

数据陆续出炉。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4月27日，全国25个省（区、市）已公布
了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上
海以14153元排名榜首，甘肃增幅全国最高。

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去世
北京时间4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稀土之父徐光宪去世。
徐光宪院士基于对稀土化学键、配位化

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发现
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
比”基本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具有

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
串级萃取理论的广泛应用
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稀土分
离科技和产业竞争中的地
位，使中国单一高纯稀土
的生产与外贸占到全世界
90%以上的份额，迫使美日
稀土分离厂停产。

广州外籍黑帮覆灭
2 7 日 ， 广 州 警 方 召

开“3+2”专项打击整治
行动战果第一次新闻发布
会。通报会称，警方打掉
广州首个外籍人员涉黑恶
团伙，抓获外籍犯罪嫌疑
人16名。

长城撞死老妇风波平息 
加拿大女子赔偿60万

一名加拿大女子在北京长城撞倒一位73岁
黑龙江老妇后，径直离去。老妇人随后死亡。
该事件引发热议。几经周折，21日，双方终于
在当地法院的调解下，达成约60万元人民币的
赔偿协议。

苹果总裁库克惊叹：中国人爱iPhone超乎想像
手机制造商纷纷以“割喉减价战”抢客之

际，苹果却能一边加价，一边提升市场份额。
去年秋引入大屏幕的 iPhone 6 后，上季iPhone
销量达6120万部。苹果上季在包括香港、中国
内地和台湾的大中华区市场收入急升71%，达
到168亿美元，令大中华区首次超越欧洲，成
为苹果第二大市场，逐渐逼近美洲的213亿美
元收入。苹果总裁Tim Cook称：“中国中产
的增长，我从未见过或想像过。市场的规模，
以至对智能手机，尤其是iPhone的喜爱，超乎
想像。”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浙江东阳横店“圆明新园”，它按1:1的比
例恢复了北京圆明园95%的建筑群，占地6200多
亩，总投资预计300亿元，将于今年5月正式开
园。（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双方就表示要“巩固和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此次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用官方文件为“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正名。

“全天候”意味着风雨无阻，始终同行。不管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不论谁上台执政，两国都是密切而友好的。目
前，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独一
无二。

香港《亚洲时报》文章称，未来的史学家会认识到，习
近平此次访问伊斯兰堡将标志着美国操纵巴基斯坦政权的结
束。

军事、反恐合作
除了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备受关注外，中国与巴基斯

坦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平利用核能、阿富汗局势等议题也受
到广泛瞩目。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文章称，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后，中
国将向巴方提供8艘中国柴电潜艇。巴基斯坦与印度相比，在
潜艇方面的落后状况将得到大幅改观。目前印度拥有14艘，
而巴基斯坦仅拥有5艘。

美联社分析，习近平此次访巴是希望通过发展和巴基斯
坦的关系促进贸易和投资，并扩展中国在南亚、中亚的影响
力，也希望和巴基斯坦联合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稳定中国西
北边疆地区。同时，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背景下，中国也
希望争取巴基斯坦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                             

                                                            （摘自：人民网）

数千万社保用户信息或遭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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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28日援引《紫荆》杂志报道称，反对派出
于“后占中”的政治需要，早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否决
政改方案”的对策。有来自其内部的消息说，未来两个月可称
得上“大战在即”。反对派内部分析，立法会表决政改最早会
在6月17日，最晚不会超过7月8日最后一次立法会全体会议。因
此，包括“双学”(学联及学民思潮)以及公民党、工党等团体已
多次密商，计划于6月14日开始“二次占中”运动;他们要参加
过“占中”的市民届时用所谓民意向政府施压。除了对抗特区
政府和中央政府外，发动“二次占中”还有两个目的：一是威
逼民主党以及其他独立议员不敢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二是为今年
11月区议会选举提前造势。他们评估，若“二次占中”能达到
2014年“占中”的一半效果，便可视作成功。因为“占中”结
束后，社会各界对“占中”的破坏行动非常气愤，令反对派陷
入被动，所以他们不敢有更多奢求。

《紫荆》杂志称，除了“二次占中”行动，反对派还有另
一个计划，即“港独”势力配合“二次占中”开展行动，包括
在立法会表决的关键时刻实施暴力冲击，甚至不惜以被捕的代
价，冲入立法会大楼，占领立法会议事大厅。如果占领立法会
行动得逞，立法会便无法按照预定时间对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
进行表决，很可能被迫转入立法会年度休会之后即10月才能重
新开始，时间上又与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接近，反对派可以借机
大做文章为参选造势，也可以逃脱否决普选特首方案的政治责
任。

此外，报道还透露，美国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
在美国众议院发起成立“香港小组”，该法案原本只有3名“附
议人”，但4月13日突然增加3人。这些人将是“香港小组”的
初始成员，而按进度，“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预计在6月初在
美众议院表决，表决前后，“香港小组”成员相机访港，搜集
情况，声援香港反对派的行动。

反对派“二次占中”的图谋已在小范围预演。据香港《新
报》28日报道，政改方案公布后，一度沉寂的“鸠呜团”卷土
重来，26日晚11时至27日凌晨，在旺角先与警察冲突，有示威
者被捕后，随即有100多人包围旺角警署，将垃圾桶扔到马路上
阻碍交通，拍打到场采访的电视台采访车，显示新一波“占领
行动”蠢蠢欲动。

对于反对派酝酿发起“二次占中”，香港《信报》分析
称，从目前走势来看，预料很难再爆发大型街头“占领行动”，除
非港府或警方有重大失误，引发市民再上街，否则政改争执即
使再激烈，也不会再爆发与上次同等规模的“占中”。香港行
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称，如果反对政改的人期望再以违法“占
中”等要求港府重启政改，是错误评估形势，她强调说，通过
政改方案对香港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百鸟在林，不如一鸟
在手”。

另据香港《文汇报》28日报道，面对6月底政改方案将在立
法会表决，以及年底前将进行区议会选举等敏感日子，反对势
力极可能再次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警方除了加强有效应
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训练外，也在积极鼓励警员家属支持警队工
作，以进一步提升前线警察的心理抗压能力。

香港《新报》28日的社论称，我们不希望再有“占中”，
现在五一假期已不乐观，酒店订房不理想，当旅游业出现结业
潮、裁员潮时，香港市民会有切肤之痛。若在暑假将至时再
搞“鸠呜团”，肯定会打击内地游客的来港意愿。

                                                  （来源：《环球时报》）

香港反对派密谋
“二次占中”社保系统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据《经济

参考报》消息，目前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河南
等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
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

记者从补天漏洞响应平台获得的数据显示，目前围绕社
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大量曝出高危
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仅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统计就达
到5279.4万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
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

例如，沧州市社保局某系统存在漏洞，270万医疗、养
老、社保参保人员敏感信息疑遭泄露；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社保系统漏洞可能泄露全省至少213万农村参与社
保人员的信息，黑客可利用漏洞随意修改社保待遇，停发社
保金；浙江省永康市社保网上办事大厅存在漏洞，上万单位
企业信息或遭泄露，其中包括上百万员工社保信息；江苏省
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系统出现漏洞，可能导致江苏省
2510个单位10万公务员的姓名、身份证、社保信息遭泄漏。

补天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漏洞响应平台，漏洞数据同步公
安部、网信办和国家漏洞库。《经济参考报》记者同时获
悉，针对目前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
爆发大量高危漏洞的情况，补天已经将详细数据和情况汇总
报送国家主管部门。

“各省市目前发现的漏洞仅是冰山一角，被泄露个人信
息的人数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多。”补天漏洞响应平台安
全专家邓焕表示，社保系统里的信息包括了居民身份证、社
保、薪酬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造成的危害不仅

是个人隐私全无，还会被犯罪分子利用，例如复制身份证、
盗办信用卡、盗刷信用卡等一系列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

邓焕同时指出，以省或市为单位的信息泄露，有可能被
大致匡算出当地的人均收入、社保金额等国家经济数据，危
害极大，仅河北省计生委的一个漏洞就涉及7000万居民详细
信息，山东省某卫生系统漏洞导致全省600万儿童、1200万
父母详细信息泄露。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曹岳表示，类似地方社
保等很多部门和公司，实际上对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意识非
常缺乏，也没有太重视对于相关人才的培养，很多时候即使
出现了信息泄露问题，也仅仅是“捂盖子”，不会进行太多
的补救。他认为，目前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重灾
区，而我国在网络安全人才方面的培养和储备还远远不够。
国家除了需要启动更加实质性的监管工作外，还需要加快对
相关人才的培养，布局信息安全产业。“这充分说明，地方
社保等部门对于信息安全方面投入不足，监管不力。”严明
说，社保系统暴露的信息安全问题，仅仅是我国信息安全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我国很多部门和产业都存
在“重建设轻运维”、“重管理轻安全”的情况，无论是资
金还是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投入都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如果这
个趋势不改变，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爆发性发展，类似的事件
将会继续暴露出来。

严明说，我国现在缺乏对信息安全泄露的问责机制，缺
少法律依据，为此，我国要加快建立“首席安全官”制度，
把信息安全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

                                   （摘自《经济参考报》）

习近平首访巴基斯坦 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