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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3 月 26 日电
（记者谢希语 颜昊 周雪婷） 林
郑月娥 2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获得 777 张
有效选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五
任行政长官人选。

从上午 9 时至 11 时，行政长
官选举委员会近 1200名委员陆续
来到位于维多利亚港南岸的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主投票站，对 3 名
候选人以无记名方式投票。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获得 600 张
以上有效选票即成为行政长官人
选。13时20分许，香港特区选举
管理委员会宣布：林郑月娥获得
777票，曾俊华获得 365票，胡国
兴获得 21票。林郑月娥成为香港
回归后首位女性行政长官人选。

今年59岁的林郑月娥当选后发

表胜选感言并接受记者采访，她首
先向曾俊华和胡国兴，以及另外一
位参选人叶刘淑仪表示感谢，并对
他们在选举中的表现表示敬佩。她
表示，将竭尽所能维护“一国两
制”，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当选后
的首要工作是团结香港社会向前发
展。

林郑月娥1957年5月出生于香
港，1980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加入
香港政府。2012 年 7月至 2017 年 1
月，林郑月娥担任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2017年1月16日，林郑月娥宣
布参选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后成为候任行政长官。第
五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自 2017 年 7
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新华社平壤3月26日电（记
者程大雨 陆睿） 朝鲜人民军总
参谋部发言人 26日表示，将以朝
鲜式特种作战彻底粉碎美韩“特
种作战”图谋。

朝中社当天援引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部发言人的话报道说，朝
鲜半岛正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
美韩在联合军演中投入了“卡
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B－
1B战略轰炸机等战略装备，尤其
是强化了以优先除去朝鲜首脑部
门，破坏朝鲜核、火箭基地等主
要战略对象为行动目标的“特种
作战”行动，使半岛事态更加严
峻。

发言人表示，美韩本次“特
种作战”演练所动员的力量和手

段是“史无前例”的，出动了多
支精锐特种部队，兵力投入也远
超去年。

发言人警告说，美韩“特种
作战”和“先发制人”图谋逐渐
清晰，朝鲜人民军将以自己的特
种作战和先发制人作战无情粉碎
美韩一切阴谋，朝鲜人民军可于
任何时间、在事先不警告的情况
下对其予以毁灭性打击。

自 1953 年 朝 鲜 半 岛 停 战 以
来，韩美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联
合军演，包括春季的“关键决
断”“秃鹫”联合军演和夏季的

“乙支自由卫士”演习。朝鲜对
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强烈不满，并
一直视其为敌视朝鲜的威胁性举
动。

朝鲜警告

将以特种作战
粉碎美韩“斩首”图谋

3月26日，林郑月娥胜出后挥手致意。（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这是 3 月 26 日在韩国珍岛郡
附近海域拍摄的半潜船上的“世
越”号船体。

24 日午夜前，“世越”号船
体在半潜船上指定位置就位。25
日凌晨，半潜船开始排水起浮。

25 日下午，锈迹斑斑的船体整体
出水，打捞作业最关键也是最困
难的“整体起浮”阶段取得成
功。这意味着“世越”号打捞工
作基本宣告成功。

（新华社/美联）

韩国“世越”号整体出水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记者 柳昌林 王晖余 吴茂辉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如何？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机遇？在
博鳌论坛这个国际性对话平台上，
结构性改革的“中国方案”和“中
国实践”引起国内外参会人士的广
泛关注。

中国有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2016 年，中国开始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一年来，以“三去
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改革已经
取得初步成效。

去年，中国退出钢铁产能 6500
万吨以上、煤炭产能 2.9 亿吨以上。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引
起博鳌参会人士的广泛关注。

“大家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
经形成共识，只有改革才能获取新动
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说，从这个角度看，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非常可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
为，中国去年开始实行的“三去一
降一补”政策，减少库存和债务杠
杆率，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努力
解决一些结构上的瓶颈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面临的
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消费
结构升级的新要求，供给结构很不
适应。

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伯
特·库普曼说，全球需求自从金融
危机后出现疲软，中国由原来的主

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转向主要依靠内需。

“中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转
变，因为中国的价值链在向上走，
有能力生产高端制造业产品和高端
消费品。”伯特·库普曼说。

今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化之年，中国将再压减钢铁产
能 5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以上，淘汰、关停、缓建
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同时重点消化三四线城市房地
产的过量库存，抑制热点城市房价
过快上涨。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企业
杠杆率，减轻企业负担等。

张燕生认为，今年的着力点跟
去年有所变化。“去年在去产能方
面比较强调政府的作用，今年比较
强调市场、法治和改革的作用。”

结构性改革具有“中
国特色”

近几年来，推进结构性改革获
取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各经济体努力
探寻的路径。

周小川认为，就全球而言，都
在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再转向
结构改革，因为金融危机刚开始
时 ， 许 多 发 达 国 家 体 的 债 务 在
GDP 中占的比例相当高，后来主
权债务又出现了问题。

“现在很多国家还在复苏的道
路上，财政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有很
多的空间，不应该过多地依赖货币
政策，不需要‘直升机洒钱’。”周
小川说。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
葵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于总
需求的刺激政策相当于“开胃”，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增加
活力，使得企业愿意投资、愿意开
发新市场。

与会嘉宾认为，在结构性改革
中，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
方的结构性改革不尽相同，具有

“中国特色”。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

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出现
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需要
更高质量的消费产品。但目前中国
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
求，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变
得非常突出。

龙永图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仅仅是要解决生产什么，更重
要的是实现更加高效的生产，“路
径就是创新，因此中国把创新作为
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任院
长贾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了
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但又不完全否定
需求管理，“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的抉
择，是中国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

李稻葵也认为，结构性减税、
“放管服”、国企改革等中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措施与西方的供给改
革并不相同。

探索解决共性问题的
中国方案

全球低增长困境、复苏乏力的
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博鳌嘉

宾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可为其他经济体提供
借鉴和经验。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林毅夫
说，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后到现在
仍未实现复苏，整体处于经济放
缓、需求疲软的周期，在这个周期
中出现了一些产能过剩的状况。

与会人士认为，中国已经明确
不会搞超强的经济刺激，而是将重
点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有利
于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新
跃升的中国经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能。

贾康说，G20杭州峰会取得的
共 识 之 一 就 是 推 进 “ 结 构 性 改
革”，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学理上是一个范畴。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际上已经得到很多国家的认
同，大家的共识是全球改革要从提
高供给侧的质量入手。”贾康说，
当然具体到各个经济体时必须根据
实际情况“定制化”。

贾康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
也促使中国经济提质升级，让世界
分享更多中国机遇。

罗伯特·库普曼说，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中国具备很强的创
新能力，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
服务业生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消费需求，这
种调整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开辟新
的贸易领域和渠道，国际贸易也能
从中受益。

“世界将分享更多机遇”
——博鳌聚焦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实践”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拥有两
艘“直升机航母”，暴露了海
上军事野心。有媒体报道，

“加贺”号服役后，不排除未
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越走越远，
手越伸越长，这应该引起周边
国家高度警惕。不过，军事评
论员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虽
装备先进，但结构失衡且缺乏
独立作战能力，实际上是一支
辅助作战的武装力量，本身的
重大缺陷限制了其野心。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 冯武勇 刘莉莉

日本最大航母级直升机驱逐舰
“加贺”号近日正式加入日本海上
自卫队舰队。这是继2015年3月首
艘“出云”级驱逐舰“出云”号服
役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的第二
艘“直升机航母”，在一定程度上
暴露了日本的海上军事野心。

又一艘“准航母”

“加贺”号于 2013 年 10 月开

建，2015年 8月命名并入水，2016
年8月开始测试，总造价约1200亿
日元 （约合 10.8 亿美元）。公开数
据显示，“加贺”号全长 248 米，
宽 38 米，标准排水量 1.95 万吨，
满载排水量约 2.6 万吨，最大航速
约30节，乘员520名。

“加贺”号最多可搭载 SH－
60K“海鹰”反潜机、MCH－101
扫雷运输机等 14 架直升机，同时
可起降 5架直升机，另外飞机甲板
升降机增至 4部，可更方便地为舰
载机机群提供弹药。

与“出云”号一样，“加贺”
号也拥有与航母相似的全通式甲
板。除了舰载先进的 SH－60K 反
潜预警直升机，“加贺”号本身的
反潜和电子战能力也很强。日本媒
体称，“加贺”号反潜性能的提
升，主要用于应对越来越难以探知
的中国潜艇。

“加贺”号等“出云”级直升机驱
逐舰之所以有“准航母”之称，是因
为它们在远程投放能力方面预留
了很大提升空间。日本自卫队正在
引进的美国“鱼鹰”运输机能在“出
云”级直升机驱逐舰上起降。在去
年 7 月一次日美军演中，美国海军
陆战队就曾演练将“鱼鹰”运输机降
落在“加贺”号上。

此外，有防务专业人士指出，
在进行一定改造后，“出云”级直

升机驱逐舰能搭载诸如 F－35B 等
具有垂直起降功能的最新型战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军事评
论员马尧认为，如果“加贺”号真能
够搭载 F－35B，日本海上自卫队
的进攻能力、防空能力、制海能力
以及对岸突击能力将显著提高。

作战能力提升

根据日本 2011 至 2016 年度的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加贺”
号用于替代“白根”级驱逐舰“鞍
马”号。3 月 22 日，“加贺”号开
始服役，“鞍马”号同时宣布退役。

不过，“加贺”号并未编入
“鞍马”号所属的海上自卫队第二
舰队，而是编入了以广岛县吴市为
基地的第四舰队。原本作为第四舰
队主力舰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
舰“伊势”号则转入以长崎县佐世
保为基地的第二舰队。

除“加贺”号和“伊势”号外，
“出云”号编入以神奈川县横须贺为
基地的第一舰队，“日向”级首艘直
升机驱逐舰“日向”号编入了以京都
府舞鹤为基地的第三舰队。这样一
来，海上自卫队4个舰队都实现了以
一艘直升机驱逐舰为核心的8舰编制。

日本防务人士认为，驱逐舰在
服役期间，大约三分之一时间用于

训练，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修缮，能
投入实战的只有三分之一时间。

“加贺”号服役后，意味着海上自
卫队能保证一至两艘“直升机航
母”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从而提高
日本的海上作战能力。

缺陷限制野心

此前有媒体报道，日本计划 5
月派“出云”号驱逐舰前往南海及
印度洋参加联合训练和军演。“加
贺”号服役后，不排除未来日本海
上自卫队越走越远，手越伸越长，
这应该引起周边国家高度警惕。

然而，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
海上自卫队虽装备先进，但结构失
衡且缺乏独立作战能力，实际上是
一支辅助作战的武装力量。

马尧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缺
乏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在战法和
军事理念上与中美俄等洲际型大国
军队相比也落后了很多，武装力量
的辅助属性也使自卫队的军事素质
欠缺……总而言之，日本自卫队本
身的重大缺陷限制了其野心。

从“加贺”号看日本海上军事野心

3月26日，茶农在湖北省秭归
县茅坪镇松树坳村一茶园采摘“明
前茶”。

清明临近，各地“明前茶”进
入采摘高峰期。

（新华社发）

茶农忙采
“明前茶”

新华社济南3月26日电（记
者王阳 吴书光） 记者 26日从山
东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对“于欢故意伤害
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近日，媒体报道山东省聊城市
于欢故意伤害案，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最
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第一时间抽调

公诉精干力量全面审查案件，将在
这一案件二审程序中依法履行出庭
和监督职责。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于
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
当还是故意伤害等，将依法予以审
查认定。同时，成立由反渎、公诉等
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警
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
渎职行为等问题，依法调查处理。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对“于欢故意伤害案”
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