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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前任薄熙來的犀利雄辯相比，首次
在中外媒體前亮相的商務部長陳德銘則更

顯「紳士風度」。發佈會還未開始，他就先向老記們致
歉。稱兩會期間常和「記者朋友」擦肩而過，有些問題沒
有來得及回答大家，並坦誠表示將在記者會上深入回答大
家的問題。
記者們開始還以為陳部長此番表態只是「客套」，但後

來發現情況決非如此。雖然陳德銘此番帶來商務部下屬外
資司、市場運行司等四位司長，但在每位司長答問結束
後，陳德銘都要補充作很多具體而微的說明。會後行家們
交流時，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比較司長們「提綱挈領」的
「政策宣讀」，陳部長的回答要「有料」很多。

■本報兩會報道組

陳德銘：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

陳德銘指出，從目前的貿易結構看，中國出口的絕大
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這主要是由中國與美

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的「經濟結構和國際分工」
決定的。所以，2007年再創新高的中國2622億美元貿易順
差，決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結果」。

過大順差 不利自身經濟

陳德銘進而補充道，從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已
經升值超過16%，隨 人民幣的不斷升值，由「中國廉價
的勞動力」創造的「優秀的產品」出口後，換回的巨額外
匯卻「看 它一天天貶值，還增加我們的流動性。」
他坦言，已經和多國經貿部長或外交部長就此進行了溝

通，正告他們「中國並不刻意地追求順差，過大的順差造
成過大的外匯，對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是不利的。任何一
個懂經濟的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中國不希望這樣。」
對於在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叫得最兇」的美國，陳德銘

認為，雖然美國在全球貿易中有幾千億美元的逆差，但這
只是其低端製造業外移的結果。美國自己不僅保留了高端
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而且在全球有大量海外投資，每年
產生源源不斷的投資回報。

學習德國 平衡國際收支

另一方面，隨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人的海外消
費也開始飛速增長。通過送孩子負笈海外、出國旅遊等形
式，中國的消費者又將大量外匯「送回」了歐美發達國
家。由此陳德銘特別指出：「從美國的角度講，國際收支
就是順差。」而美國「簡單地從貿易的順差逆差角度要求
人民幣升值，這是不合理的，我們要做的是國際收支平
衡。」
他表示德國將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因為雖然德國擁有全

球最高的出口量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但其境外投資卻做得
非常好，達到了貿易順差額的幾倍，這大大降低了其國際
壓力。
陳德銘透露，他執掌商務部後，一個重要職能就是通過

外貿結構的調整、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 「和其他的宏
觀調控部門、央行配合起來，減少（人民幣）過大的升值
壓力。」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
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海南全國
政協委員提議，以洋浦保稅港區
的設立為契機，實行國際船舶保
稅登記，吸引中資方便旗船舶回
歸。
提案稱，據統計，我國國際海

運船隊懸掛外國「方便旗」經營
已達到總噸位的56%，而在境內
登記懸掛五星紅旗的船舶佔總噸
位的44%。其原因在於船舶為規
避高額的進口關稅和進口增值
稅、獲得境外方便和優惠的融資
條件等。
提案指出，國際上是按掛旗噸

位來決定航運大國排序的，大量
中資船舶懸掛方便旗，不但使五

星紅旗船隊的總噸位下降，而且
由於其中含有不少技術先進的新
船，使我國五星紅旗船隊產生結
構性問題，有損中國航運大國的
地位和形象，影響國際海運市場
競爭力。
提案建議，在洋浦保稅港區實

行國際船舶保稅登記，設立中資
方便旗船舶保稅登記機構和制
度，以吸引我國現行的從事國際
海運的中資方便旗船舶回歸登
記。
在保稅登記期間，船舶可暫緩

繳納進口船舶的高額進口關稅和
增值稅，一旦該船舶要轉入國內
海運航線，則仍須按章繳納船舶
的進口關稅和增值稅。

吸引中資船回歸
委員倡設保稅登記制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
海南省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提交
提案，呼籲在海南建立「國家環
保特區」。
據悉，自1999年海南省人大通

過《關於建設生態省的決定》，
使生態省建設規劃在海南生態環
境建設中開始發揮積極作用。但
從實踐看，由於各種原因，環境
污染和生態破壞仍較為嚴重，生
態環境壓力很大。隨 工業化和

城市化的提速，一些資源將難以
為繼，環境問題會更突出，迫切
需要採取非常規的政策和體制安
排，保證海南生態省建設規劃的
順利實施。遲福林稱，海南擁有
得天獨厚的熱帶風光和豐富多樣
的生物資源，最有條件建成全國
生態文明示範區。他建議在海南
建立國家第一個環境保護特區，
以為海南生態省建設提供制度保
障，並為全國積極探索經驗。

海南委員籲建環保特區

未來擴大境外投資 紓人民幣升值壓力

CPI高企 全年達標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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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中國的

強勁出口造成的貿易順差一直是歐美發達

國家要求人民幣盡快升值的借口。中國加

入WTO以後，中美、中歐貿易摩擦也接連

不斷。今天，履新不到半年的商務部部長

陳德銘在全國兩會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

示：中國不是要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過

大順差對中國沒有好處。而貿易順差

也不應成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

紳士風度
部長未開腔先致歉

陳部長晤特首：保障牛肉供港

採訪花絮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在談到外界普遍關心的
中國CPI問題時，陳德銘表示，2月份CPI高達8.7%，對全
年維持4.8%的目標深感壓力。但他同時預計，全年價格
或會呈現出高開低走的趨勢。目前雪災帶來的短期價格影
響正在消除，居民消費價格將在高位趨穩；同時原料燃料
動力購進價格正在上漲，故下一步的價格壓力將在下游產
品。

全年物價或高開低走

陳德銘表示，全年CPI趨勢的預測包含不確定因素，只
有在價格政策管理上疏堵並舉、規範市場行為，才能緩慢

釋放通脹壓力。而原材料價格上漲會進一步推動相關產品
價格上揚。對於2月份CPI高企的原因，陳德銘指，食品
價格的上升、農產品價格的恢復性上漲以及國際初級產品
的價格大幅上升等綜合因素，帶動了內地CPI創出新高。
其中自然災害引起的食品價格上漲，只是暫時存在的主要
因素。
此外，陳德銘補充，未來要加強農村流通體系的建設，

以穩定大宗食品的價格和市場供應。他指出，目前內地的
商品銷售價格裡，約50%的價格消耗在流通成本上，這種
比例比歐洲要高出兩倍以上。商務部今後較長時間內，要
加強農產品流通體系的建設，減少流通成本和流通費用，

「將省下來的錢讓給農民和消費者」。

宏調不影響引進外資

對於內地今年1月引進外資增長了109%，陳德銘表示，
事實證明了去年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對外資的引進沒有
造成影響。他續稱，在國際資本的跨國投資還有可能繼續
增長的態勢下，在投資上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進一步去做，
例如對所謂「兩高一資」投資項目，也就是高污染、高耗
能、資源消耗性很大的項目進行一定的限制。商務部下一
步還要發展股權跨國併購，鼓勵併購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
組改造，鼓勵那些高新技術的企業進一步到中國來投資。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被
問及「中日食品安全」問題時，特別提及此前發生的「餃
子事件」，呼籲既然各方資料均顯示「敵敵畏餃子」為個
別事件，就「讓個別事件成為個別」。他同時表示，希望
能在此事件之外，跟日方建立長期的衛生食品安全機制。

冀中日建長期食品機制

陳德銘透露，早在2月5日「餃子事件」剛發生時，他就
曾致信日本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和厚生勞動省三個省
的大臣，向他們闡述中國商務部代表中國政府對這件事的
關注，希望雙方能夠進行很好的密切配合和磋商。而中國

警方也同時在國內展開調查，並與日本警方保持聯繫、溝
通和合作。
陳德銘說，「我所看到的各種資料都認為中國出口到日

本的餃子發現了甲胺磷農藥的事件是一個個別的事件，而
不是一個生產加工質量的事件。」
他表示，既然是個個別事件，中日兩國警方也已介入，

就「讓這個個別事件成為個別，讓中國警方和日本警方加
強聯合協作調查。」
陳德銘還表示，希望能夠在這個個別事件之外，與日本

政府建立長期的衛生食品安全機制，並由此促進雙方貿易
的發展。

重提「毒餃」：僅屬個別事件

國家糧庫涉虛報 袁隆平促查實

節能減排 委員籲防資料造假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國家糧庫有
無虛報？建議國家予以查實。」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接受中國青年報記
者採訪時說。
「有人向我反映，國家糧庫存在虛報現象，

至少有兩個地方糧庫是空的。」袁隆平說，由
於國家對糧庫有補貼，所以虛報後可以冒領這

部分補貼，另外，空的糧庫還可以轉作他用，
用以謀利。
「雖然我們國家也有相關的查驗制度，但下

面往往有機可乘。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糧食，建
議國家好好查一查！」袁隆平建議，檢查時應
該「微服私訪」，不走官方渠道，「不定期隨機
抽查，才能查出真實情況。」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總理政府工
作報告中幾百個數字裡，全國政協委員、國家
環保總局原副局長王玉慶最關心兩個﹕「2007年
全國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總量近年來首
次出現雙下降，比上年分別下降3.14%和
4.66%。」

他解釋說，「十五」期間，國民經濟發展的
若干目標中只有污染物消減的任務沒有完成，
而2006年全國主要污染物依然呈現不降反升的
勢頭。2007年兩類主要污染物數字首次同時下
降，表明在這一年的高壓態勢下，只要地方政
府和企業真抓實幹，污染物的減排指標是有可
能完成的。
然而，王玉慶和其他一些代表委員們也在擔

心，污染資料的下降是否真能帶來環境品質的
改善，「十一五」的後3年是否能繼續保持污染
物持續下降的勢頭。
國家發改委解振華副主任和國家環保總局張

力軍副局長也都表示，「十一五」已經過去五
分之二的時間，但由於前期任務沒有完成，在
剩下的3年裡要完成削減7%左右的污染物指
標，任務相當艱巨，形勢非常嚴峻。　
王玉慶提醒說，要防止為了完成指標出現資

料造假，除了加大監督和監測的力度外，還應
該出台相應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治污和節能的
積極性。

【本報兩會報道組
北京12日電】由於近
期肥牛供應量不足，
本港牛肉零售價可能
再漲4元/千克。國家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今
日向本報透露，就在
兩會期間，他還剛剛
與香港特首曾蔭權談
過此事，「供港牛肉
還 是 能 穩 定 保 障
的」，「應該沒問
題」。
本月11日起，五豐行宣佈，由於內地肥牛價格進一步上

升，在與牛肉商代表協商後達成加價共識，已將供港肥牛
批發價調高8%。而近期供港活牛隻數也降至每日60至70
頭，僅及正常供應的65%左右。本港牛羊商會預計，牛肉
零售價每千克將加價4元左右。
商務部部長助理黃海9日也曾就供港糧食問題表示，由

於去年內地糧食豐收，保障輸港應無問題。他又透露，為
了保障輸港產品供應，「內地企業付出很大的經濟代
價」。原因在於去年生豬收購價格大幅上漲，而「內地許
多企業將供港豬肉，作為一國兩制、維護祖國統一的一項
政治任務來完成」，故此才能一直保證輸港產品的數量和
質量。

■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在大會新聞中心舉行集體採
訪，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答記者問。 新華社

■商務部指出，隨 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出口換回的巨額外匯日益貶值，並增加在中國的流動性。圖為上
海一間玩具出口廠。 資料圖片

■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在會議間隙忙 抓拍美麗瞬
間。 中新社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環保總局原局長王玉
慶。

■香港特首曾蔭權6日在北京與
商務部長陳德銘會面。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