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指出，隨 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強
化和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中國

對外貿易需要在保持出口穩定增長的同
時，更加重視進口，適當擴大進口規模。
這對於統籌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緩解資源環境瓶頸壓力，加快科技進
步和創新，改善居民消費水準，減少貿易
摩擦，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要堅持進
口與出口協調發展的原則，優化進口結
構，穩定和引導大宗商品進口，積極擴大
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
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

加快降關稅 倡多元融資
會議確定了加強進口的政策措施：一是

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以暫定稅率的方
式，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進口關稅，降低
部分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生活用品的
進口關稅，降低初級能源原材料及戰略性
新興產業所需國內不能生產或性能不能滿
足需要的關鍵零部件進口關稅。
繼續落實對自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進

口零關稅待遇，加快降稅進程，進一步擴
大零關稅商品範圍。結合自由貿易區降稅
安排，引導企業擴大從自由貿易區成員方
的進口。
二是提供多元化融資便利。鼓勵商業銀

行開展進口信貸業務，支持先進技術設
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進口。鼓
勵政策性銀行對高新技術產品和資源類商

品進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拓寬進口企
業融資渠道。鼓勵商業保險公司推出有利
於擴大進口的保險產品和服務。加強和改
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工作。

續推「大通關」建電子口岸
三是提高貿易便利化水準。口岸及海關

特殊監管區域所在地的海關和出入境檢驗
檢疫機構實行工作日24小時預約通關和報
檢。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收費，規範收費
行為。繼續推進「大通關」建設，加快電
子口岸建設。
四是完善管理措施。清理進口環節的不

合理限制與措施，降低進口環節交易成
本。支持企業通過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保
稅監管場所擴大相關商品進口。加強產業
損害預警機制建設，完善進口商品品質安
全風險預警與快速反應監管體系。
會議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加強組織

領導，強化信息通報和政策協調，促進對
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據新華社30日電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研究加強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降低部分能源

原材料進口關稅；鼓勵商業銀行開展進口信貸業務；推進「大通關」建

設；降低進口環節交易成本，促進對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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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30日電 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在內地設立個體工商戶，經營範圍、
從業人員及營業面積進一步放寬。國家工商行
政管理總局3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佈通知，要求
各地工商部門確保從今年4月1日起上述規定得
到順利實施。
根據工商總局通知要求，自今年4月1日起，

港澳居民個體工商戶可以申請登記的經營範圍
增加以下行業：為商場、超市或其他客戶提供
商品分類、分包、保鮮、貼標籤、加蓋印記等
服務，專門為連鎖店、超市提供貨物的配貨、

分裝、包裝等服務；標誌牌、銅牌的設計、製
作服務；獎盃、獎牌、獎章、錦旗的設計、製
作服務；陶藝、縫紉、繪畫等以休閒、娛樂為
主的動手製作活動。
工商總局同時要求各地，放寬港澳居民在內

地設立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人數和營業面積的
限制：從業人員不超過10人；零售業，餐飲
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中的理髮及美容保
健服務，洗浴服務，家用電器及其他日用品修
理，貨物、技術進出口，攝影及擴印服務，洗
染服務，汽車、摩托車維修與保養，倉儲業等

10個行業的營業面積不超過500平方米。

台商個體戶 九省市直批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30日在其官方網站發

佈通知稱，自今年1月1日起，台灣居民在北
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
重慶、四川等九省市申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
無需經過外資審批，由經營所在地的縣、自治
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
照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直接予以登
記。

內地港澳台個體戶經營範圍放寬

國務院研降原材料進口稅
穩定和引導大宗商品 促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海關叫停海外購物郵遞

河村言論影響 中日新航線停啟用

溫州籌建科技銀行

賴昌星押解到廈 料四月過堂

珠三角五市試點
杜PM2.5污染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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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樹災後重建 2.78億元閒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

京報道）國家審計署30日公佈的
玉樹地震災後恢復重建2011年跟
蹤審計結果顯示，截至去年10月
底，青海共收到社會捐贈資金
99.32億元，撥付48.29億元，結餘
51.03億元。2.78億元建設資金閒
置，部分項目施工質量未達標。
此外，公告還披露，玉樹重建存
在部分資金使用不規範、電力供
應缺口、住房重建貸款工作進展
緩慢等問題。
公告顯示，2010年8月，青海煤

業集團收到玉樹州煤炭供應設施

項目建設資金800萬元，同年10
月，青海省交通廳收到省道309多
雜路、珍稱路的建設資金共2.4億
元，次年4月，青海省國土資源廳
收到地質災害治理專項資金3,000
萬元，由於建設用地、施工單位
變動以及項目調整等原因，上述
建設資金共計2.78億元始終閒置。
審計署同時公佈的西氣東輸二

線工程建設項目2011年跟蹤審計
結果顯示，截至2011年9月，審計
抽查工程施工和設備材料採購合
同金額26.96億元中，有8.37億元
招投標不規範。

香港文匯報訊 本報獲悉，賴昌星已
於3月29日從北京押解至福建廈門，等
待4月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內地檢方已經在廈門為開庭起訴做相
關準備。同時，由於賴昌星有家族心
臟病史並伴有糖尿病，去年遣返回國
前病情就已較嚴重，回國後更進入特
殊醫療護理當中。若4月開庭，也間
接證實賴的身體狀況已經穩定。
對於賴昌星即將受審的消息，廈

門、晉江乃至整個福建省反應平淡。
賴昌星前妻曾明娜所住的廈門市曾厝
垵某小區，並未見有何異常之處，居

民也無關於賴昌星的談論。而賴家在
福建的親戚記者也都聯繫未果。
2011年7月23日，賴昌星被遣返回

國後，廈門海關緝私局依法對其執行
逮捕。海關緝私部門和檢察機關反貪
部門依法對其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和
行賄犯罪開展偵查，並於2011年12月
下旬偵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
訴。檢察機關公訴部門經審查全案證
據並訊問犯罪嫌疑人賴昌星，認為賴
涉嫌走私、行賄的犯罪事實清楚，證
據確實充分，依法向審判機關提起公
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運營管理委員會日前
召開第二次會議，明確天宮一號已具備和
神九飛船進行載人交會對接的條件。
據透露，在圓滿完成首次空間交會對接

任務後，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於2011年11
月17日轉入在軌運營管理階段。截至2012
年3月27日，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已正常在
軌飛行180餘天，轉入長期運行管理後已正
常運行130餘天。在此期間，天宮一號順利
完成了1次升軌控制、8次飛行模式轉換，2
次平台設備巡檢、4次有害氣體測試和1次
軌道維持等重大飛控工作。
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運營管理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審議了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執
行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的評估意
見，認為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運行穩定、
狀態正常、消耗性資源滿足後續任務要
求，各系統工作正常，具備按計劃執行神
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

道）廣東省環保廳日前稱，將在廣
州、深圳、東莞、佛山、中山五市率
先開展VOCs污染防治試點，明年
起，在珠三角地區全面推開。據了
解，VOCs是PM2.5污染的重要來源
之一。
廣東省環保廳日前發佈了《關於珠

江三角洲地區嚴格控制工業企業揮發
性有機物（VOCs）排放的意見》。該
《意見》指，即日起廣州、深圳、東
莞、佛山、中山五市率先開展VOCs
污染防治試點，推行清潔生產審核制
度，逐步探索建立VOCs排放總量控

制制度，2013年起在珠三角地區全面
開展。
在此基礎上，力爭到2015年底，

珠三角地區VOCs重點污染源全部
採取有效處理措施，確保VOCs排
放企業穩定達標排放，並最大限度
削減VOCs的排放。同時，廣東將
加快出台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污染
物排放標準，嚴格環境准入和環境
監管，新建項目必須通過區域工業
源的減排實現「增產減污」，並推行
清潔生產審核制度，規範珠三角地
區VOCs排放工業企業依法依規生
產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

昨日，溫州市科技局局長徐順東向本報透
露，溫州將借「金改」契機籌建溫州科技
銀行，並將推出10億元科技引導基金。
徐順東介紹稱，與傳統銀行不同的是，

科技投資銀行以「股權投資+無實物抵押貸
款」為主，資金來源包括民間資本、銀行
資金、政府引導資金與風險補償資金等，
而後者大約是前兩者之和的十分之一。換
言之，政府的資金將起到10倍以上的槓桿
放大效應。投資方向為培育溫州科技創新
型企業成長壯大，推動激光與光電等戰略
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促進傳統產業整合
升級。

推10億科技引導基金
目前，溫州科技投資銀行已上報國家科

技部，溫州市科技局近期還將積極發起成
立資金規模高達10億元的科技引導資金，
以引導民間資本進入科技領域，參與科技
成果轉化，從而提高該市科技創新的成
效，防止民間資本繼續成為游資擾亂市場
秩序，給民間資本保值增值找到出路。
據悉，去年6月，國家科技部從將溫州高

新區打造成為「中國民營經濟創新驅動轉
型發展示範區」的高度出發，決定在溫州
建設國家級激光與廣電產業集群，並預計
到2015年實現超1,000億元的產值，到2020
年產值超2,000億元。
溫州「金改」獲批次日，溫州民間借貸

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在溫州工商局鹿城分局
領取營業執照，這是浙江省首家民間借貸
登記服務公司，目前該服務中心還有一些
裝修的收尾工作，4月初掛牌營業。

據人民網30日報道近日，海
關總署實施新政，境外快遞企
業使用EMS清關派送的包裹，
不得按照進境郵遞物品辦理手
續。
境外快遞企業只有通過對方

國家郵政企業，交由中國郵政
在大陸投遞的包裹可以使用。
而現實是大部分國人在外國網
站購物，往往通過國外轉運公
司郵寄。大部分轉運公司採用
EMS清關派送。
伴隨 人民幣升值以及國內物價上漲，

「海外購物」正逐漸成為國內消費者的關注
焦點。然而海關29日起執行的新政策，讓
網友高漲的「海淘」熱情，被狠狠澆了一

盆冷水。
海關新規使得目前大多數通過境外快遞

走郵關的轉運公司業務都無法繼續正常開
展。

香港文匯報訊 受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
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影響，南方航空(見圖)

取消原定下月開始的日本靜岡飛湖南長沙

新航線。
據日本新聞網30日報道，原定於4月17日

開始運營的靜岡機場與中國湖南省長沙機
場之間的日中新航線，29日宣布取消。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稱，由於名古屋市長

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發言，以
及本月14日，千葉縣近海發生了5級地震，
使得搭乘預約乘客大減，因此不得不取消
這一航班。
今年1月至明年2月間，計劃飛行78個航

班。目前，4月17日至6月26日的16個航班
已經宣告取消。此後的46個航班是否執
飛，目前還不清楚。

■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師生踴躍為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捐

款。 資料圖片

■30日，全球特色商品亮相中國國際進口產品博覽會。圖為兩位參展商在博覽會上品嘗產自加

拿大的紅酒。 新華社

■南京首個台灣個體戶落戶江寧。 資料圖片

■4月初賴昌星將於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