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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
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2014 年 11 月首次宣布推迟第二

轮消费税增长计划时，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曾信誓旦旦地说，除非发生雷曼

危机级别的重大经济事件或严重自

然灾害，不会再有第二次。但 18个月

后，安倍却自己食言，宣布将增税计

划再次延期，这一延就是两年半。

为改善财政赤字，日本政府 2014

年 4 月将消费税率从 5%提高到 8%，

并计划于 2015年 10月再提高至 10%，

后以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为由将这一

日期延至明年 4 月。在 1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安倍故伎重演，称为避

免国内个人消费进一步萎靡，将增税

时间推迟至 2019年 10月。

2014 年 11 月，安倍政府就以“日

本经济复苏之路遭遇挫折”、“‘安倍

经济学’要‘问信于民’”为旗号，解散

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并借此延迟了

增税计划的实施。

事实证明，安倍再度推迟增税的

想法酝酿已久。除了此前借两名美

国经济学家的言论作铺垫外，在刚刚

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安倍内阁也

试图大做全球经济“悲观论”的文章，

意欲再借主要发达经济体之口，进一

步证明再度推迟增税的正确性，为自

身经济政策失败开脱。对此，日本共

同社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内阁“为

推迟增税找理由的意图昭然若揭”。

消费税上调屡屡延时证明“安倍

经济学”失效，也加剧了外界对其经

济治理能力的质疑和不满。2014年 4

月第一轮增税实施后，日本经济下

滑，国内消费遭受重创，企业分化和

不均衡加剧，民众不满增加。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债台高筑

的日本政府一边不断增加预算额度，

一边在各种场合承诺将在 2018 财年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在 2020财年实

现财政盈余。安倍也在当天的记者发

布会上再次强调，实现财政健康的计

划不会搁浅。

然而，推迟增税无疑给日本政府

财政健全化计划蒙上了阴影。日本

财务省一名官员对此表达了担忧，认

为两度推迟增税计划已经令社保与

税制一体化改革框架崩塌，暗示财政

稳健化计划或将破产。日本在野党

也以政府未能夯实税基为由，指责

“这是‘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据新华社东京6月2日电）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6月1日与到访
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会谈时提出，
希望在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马新
高铁计划中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

就在一周前，中国铁路总公司总
经理盛光祖在吉隆坡也表示，希望与
马来西亚就马新高铁加强合作。

虽然韩国和法国也表现出参与马新
高铁项目的意愿，但日本共同社报道直
接点明：日本在与中国争夺高铁订单！

多方有意竞标

规划中的马新高铁全长约350公
里，设计时速300公里，投入运营后有
望大幅缩减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新
加坡之间的通勤时间。

面对如此大单，日本政府可谓拼
尽全力。扎希德访日期间，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
郎 5月 30日分别与他进行会谈，谈话
中无一不推销日方的新干线技术。

扎希德对此回应含糊。他 6月 1
日与岸田文雄会谈仅提到，期待日本
参加马新高铁竞标，但并没有对日本
能否拿下高铁大单做出评论。

今年 3月 21日，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宣布将在吉隆坡大马城投资20
亿美元兴建区域总部，这里正是规划
中马新高铁的马方终点站。

除中日两国外，有意参与马新高铁
竞标的还有法国和韩国。虽然项目招标
尚未开始，但各方已经开始暗暗角力。

难以做出选择

从技术、经验等方面考虑，中国和
日本已成为竞争的大热门。新加坡
《海峡时报》4 月 12 日报道称，定于
2017年一季度进行的高铁竞标中，中
日将展开最后对决。

《海峡时报》称，对马来西亚而言，
由于大部分路线位于其境内且需承担

巨额费用，政府更关注性价比更高且
在资金筹措方面更便利的中国方案。

当然，也有媒体报道说，新加坡对
在车辆和信号系统方面经验丰富的日
本企业抱有好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对新华社记者
说，马新高铁竞标时无非考虑两个方
面——性价比和安全性。

“日本经营新干线多年，技术成
熟，给人传统印象是比较安全。但中
国高铁后来居上，建设速度快、涵盖面
广、造价相对便宜，”他说，“马来西亚
目前难以取舍。”

他认为，难以做出选择也是该项

目建设一拖再拖的重要原因之一。马
新高铁原计划于 2015 年开工，并于
2020年运行。目前来看，预计2017年
才会确认合作细节，2018年才能动工。

地缘经济竞争

从中国高铁走出去开始，日本一
直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强有力对手。有
舆论不免猜测，中日两国商业竞争的
背后是否还有政治因素。

观察人士指出，对中国来说，马新
高铁项目不仅对中国高铁走出去有重
要的商业意义，还打通了泛亚铁路重
要一环，有助落实中国“一带一路”构

想，战略意义同样重大。
而对日本来说，竞推高铁技术只是

两国争夺亚洲行业优势地位的缩影，发
电、港口和道路基础设施都是潜在竞争
领域。日方认为赢得这些领域的项目
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遏制作用。

印度学者巴杰帕伊 5月 3日在日
本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称，地区大
国通常会利用经济发展扩大其在地区
和全球的影响力，最可能的竞争领域
就是地缘经济。

他在文章中说，接受投资的国家
将是竞争的重要受益者，因为它们可
以利用中日之间的较劲，争取到最有
利的投资条件。（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正在北
京召开的“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研经费管理成
为最受关注的话题。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2015年
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
其中企业研发经费逾1.1万亿元，政府
属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研发经费约为
3000亿元。

中央地方管理各有侧重
近年来，为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

同时规范使用科研经费，中央做出诸
多努力。近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正式颁布实施，提出“改革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全国各地加大了对科研经费的科学
化管理，防止“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例
如北京出台《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
题）经费管理办法》，要求加强科研诚信
建设和信用管理、建立绩效考评机制，
推行面向目标和结果的问效机制。

改革剑指三大顽疾
据了解，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

所到高校所出台的相关改革，问题导
向明显，针对科研经费在实际使用中

存在的僵化、碎片化、不规范等问题制
定了相应措施。

——为制度“松绑”，解决僵化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副校长郝跃说，科研经费的报销
制度往往非常繁琐，管得太死。为解
决“管得太死”问题，中科院在“璀璨行
动”科研项目中探索“后补助”制度，效
果明显。为了让经费用在“刀刃”上，

“璀璨行动”改变以往每年按既定额度
资助经费的方式，而是采取设定节点
考核的方式拨付经费，可由每个团队
按照研究进展决定周期使用经费数
量，保证科研资金使用更加科学有效。

——建设统一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不少科研人员曾抱怨，申报科研

经费常面临多头管理、科技资源配置
重复申请、重复投入等“碎片化”问
题。即将在 2017年建成的公开统一
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将解决这一问
题。平台由科技部牵头，通过30多个
部门参与的国家科技管理的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进行资源统筹和协调联动，
避免重复申报的烦恼。

五大措施令资金管理“升级”
6 月 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亮出五大措施，旨在推动科技资金管
理“升级”。

一是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
编制，将直接费用中多数科目预算调
剂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

二是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用于
人员激励的支出占间接费用比例从原
来最高 5%提高到 20%。对劳务费不
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
后及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
等均可按规定标准开支劳务费。

三是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

和公务员，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可根据工
作需要，合理研究制定差旅费管理办法。

四是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
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对集中采购目录内
的项目可自行采购和选择评审专家。

五是合理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所
基建项目自主权、环评等手续，对利用
自有资金、不申请政府投资的项目由审
批改为备案；同时，要落实完善股权激
励政策，建立科研财务助理等制度。

新华社专电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6月1日确认，该校工程学院当
天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其中一人
为枪手。当地媒体报道，死者是该校
一名教授，而枪手则是一名研究生。
目前尚不清楚枪手作案动机。

校方说，当天上午 10时左右，警
方接到枪击警报。洛杉矶警方负责人
查理·贝克说，两名死者的尸体在校园
内一间办公室被发现，两人身上均有
枪伤。枪手开了至少 3枪，现场还发
现一把手枪。

贝克对媒体记者说：“今天上午10
时左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南
侧的工程学院发生一起枪击案，枪手
打死一人后自杀。我们没有发现其他
枪手，校园现在已经处于安全状态，没

有威胁。”
贝克同时表示，警方在案发现场

还发现一张字条，可能是枪手留下的
遗书。不过，警方尚未公布这张字条
的内容。

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总统
奥巴马已经在“空军一号”上获知此事，
并要求工作人员及时汇报相关动态。

虽然警方和校方目前均未提供枪
手和死者的身份信息，但当地媒体报
道，死者名叫威廉·克卢格，现年 39
岁，是工程学院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
专业副教授。枪手据信是一名研究
生，可能对死者心怀不满。

◀6月1日，在美国洛杉矶，警察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戒。新华社发

“安倍经济学”黔驴技穷

财经述评

去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
74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14.1%

多方参与竞争马来西亚高铁项目

中国方案性价比高优势明显

数千亿元科技经费该咋用？
——多地多部门出台政策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美大学枪击案惊动奥巴马

5月30日，工人在山东临沂鲁南制药集团监测萃取工序的状况。自2001
年以来，每年科研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都在7%以上。 新华社发

国新办发表《新疆的宗教
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2日发表《新疆的宗教
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实践证明，新中国
成立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
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信教公民的
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宗教界
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积
极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政府依法管理
宗教事务能力不断提升，宗教领域对
外交流稳步拓展，宗教极端主义渗透

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白皮书说，今天，新疆的宗教信

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
期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政府坚决反
对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反对借口宗教
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白皮书指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的新疆，将一如既往地在平
等友好、互相尊重基础上开展对外合
作与交往，促进不同宗教、不同文明
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世界和平发
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CFP供图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记者
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
将推动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
制度。通过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
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强
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指标约束，将各
类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红线管控范
围以内。

指导意见提出了红线管控的内
涵及主要指标设置。设定资源消耗
上限，合理设定全国及各地区资源消
耗“天花板”，对能源、水、土地等战略
性资源消耗总量实施管控，强化资
源消耗总量管控与消耗强度管理的

协同；严守环境质量底线，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为根本，与地方限期达标规
划充分衔接，分阶段、分区域设置大
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根据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防风固沙、调蓄洪水、保护生物
多样性，以及保持自然本底、保障生
态系统完整和稳定性等要求，在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
脆弱区等区域，以及森林、草原、湿
地、海洋等领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自然生态空间征（占）用管理，
有效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

我国将建立
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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