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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天主持召開國務院常
務會議，部署完善消費品進出口相關政策，豐富國內消費者
購物選擇；確定加快成品油質量升級措施，推動大氣污染治
理和企業技術升級；決定實施稀土鎢鉬資源稅改革，促進理
順資源稅費關係。
據央視網報道，會議認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是穩增長、
調結構的重要舉措。會議確定，有關部門要在科學評估基礎
上抓緊拿出具體方案，一是對國內消費者需求大的部分國外
日用消費品，於今年6月底前開展降低進口關稅試點，逐步
擴大降稅商品範圍。二是結合稅制改革，完善服飾、化妝品
等大眾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統籌調整徵稅範圍、稅率和徵
收環節。三是增設和恢復口岸進境免稅店，合理擴大免稅品

種，增加一定數量的免稅購物額，方便國內消費者在境內購
買國外產品。四是進一步推進境外旅客購物通關和退稅便利
化，嚴格落實進境物品依法主動申報納稅要求。制定支持跨
境電商進口的檢驗檢疫政策，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收費。五
是加快推進中國產品品牌提升工程，支持實體店發展，實現
線上線下互動。規範市場秩序，嚴打假冒偽劣，促進優勝劣
汰。讓消費者能就近舒心、便捷購物。

加快成品油質量升級
此外，會議亦提出，加快清潔油品生產供應，力爭提前完
成成品油質量升級任務，將於2016年1月起供應國五標準車
用汽柴油的區域，從原定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

內重點城市擴大到整個東部地區11個省市全境。
另外將全國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的時間由原定的2018

年1月，提前至2017年1月。增加高標準普通柴油供應，分
別從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起，在全國全面供應國四、國
五標準普通柴油。為完成上述任務，煉油企業將增加技改投
資約680億元，可以進一步帶動裝備等相關行業有效投資和
生產。
會議還決定，從今年5月1日起，將稀土、鎢、鉬資源稅由

從量計徵改為從價計徵，並按照不增加企業稅負的原則合理
確定稅率。同時，進一步清理和規範收費，將稀土、鎢、鉬
的礦產資源補償費費率降為零，停止徵收相關價格調節基
金，取締省以下地方政府違規設立的相關收費基金。

國務院：增免稅品種 方便國人購國外產品

■■內地將完善服飾內地將完善服飾、、化妝品等大眾化妝品等大眾
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出口增一成
首季對沿線國直接投資佔對外直接投資總額9.9%

沈丹陽表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境外經
貿合作區發展勢頭很好。目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共有70多個在建合作區項目，建區企業基礎設施
投資超過80億美元，將帶動入區企業投資近100億美
元，預計年產值超過200億美元，可為當地創造20萬個
就業機會。

沿線國對華投資增長加快
沈丹陽說，今年一季度，商務部按照中央統一部署，
積極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特別是
積極開展貿易投資促進活動，深化與沿線國家貿易投資
往來，取得積極成效。
在對外貿易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首季
雙邊貿易額達到2,360億美元，佔進出口總額的26%。其
中，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1,445億美元，增長10%，佔全
國出口總額的28%，大幅領先於整體出口增速。至於中
國首季自沿線國家進口 915 億美元，佔進口總額的
23.4%。
而在利用外資方面，一季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
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57家，同比增長18.4%；實際投入
外資金額16.8億美元，其中蒙古、俄羅斯及中亞國家對

華實際投資金額整體增長超過1倍，中東歐、西亞北非地
區國家對華實際投資金額增長超過4倍。當中對廣東省投
資項目50個，同比增長6.4%；對福建省投資項目22個，
同比增長100 %。

對外承包新簽合同額增7.6%
至於在對外投資方面，一季度中國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25.6 億美元，佔同期對外
直接投資總額的 9.9%。其中位居前三位的國家地區分別
為新加坡、印尼和老撾，分別投資 5.7 億美元、 3 億美
元和 2.6 億美元。
比如，江蘇省企業首季赴沿線國家投資項目數同比增

長41%，協議投資額增長65.4%；廣東省對沿線重點國家
實際投資1.64億美元，同比增長134.3%；浙江省在沿線
國家投資總額為9.5億美元，投資領域廣泛，佈局形勢良
好；福建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際投資新增13個
項目，實際投資11億美元，同比增長24.5倍。
此外，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一季度中國企業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 152 億
美元，完成營業額 140 億美元，同比分別增加7.6% 和
10.3%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今年
首季度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5.6億美元，佔同期對外直接投資
總額的9.9%，其中對新加坡、印尼和老撾的投資規模位居前三。沈丹陽亦指出，首季中國對沿
線國家出口增長10%，大幅領先整體出口增速，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28%。

■中國一季度對沿線國家出口1,445億美元，增長10%。圖為在連雲港港區內的新亞歐大陸橋鐵路運輸專線站
場，準備運往哈薩克斯坦的過境集裝箱在裝車。 資料圖片

社科院：適時降息降準 防經濟慣性下滑 絲路經濟帶試行通關一體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

昨日在北京發佈春季報告預計，今年中國經濟有望觸底，
而後「十三五」期間增速有望企穩回升。報告認為，中
國經濟應謹防增長速度過快形成慣性，建議適時降息降
準，繼續強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推
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稅政策力度。
報告指出， 2015年，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很

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仍會繼續有所回落，但經濟增
速的回落有望觸底，即有望完成階段性探底過程。在
全球經濟總體保持溫和增長的態勢下，發達經濟體貨
幣政策分化，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預計今年中國經
濟增長7.0%左右。
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已呈現向「速度略降、質量
效益提高、生態效應改善、可持續性增強」良好態勢
轉變的跡象，但當前必須採取有力措施，謹防增長速
度失速過快，尤其防止其形成慣性。
報告分析，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

就主體而言，一直有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和企業

兩個引擎。如今，由於各方面原因，政府主導的經濟
動力已趨式微，企業主導的經濟動力正在形成，但尚
未強大到可填充政府留下的空白的程度。換言之，當
下的中國經濟，就發展動力而言，可能正處於「交替
真空」。

加大中小企減稅力度
由此報告建議，繼續強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
基礎設施投資，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大對中小企業
的減稅政策力度。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
形成規範和完善的市場利率體系，適時降息降準，增
加市場活力，有效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緩解企業「融
資難、融資貴」問題。
報告進一步預計，從明年到2020年（十三五期

間），隨着「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
濟帶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釋放出新動力，加之「十三
五」規劃的啟動與實施，將會積蓄起經濟增長向上的
推動力量，有望使經濟增速止跌企穩，並適度回升。

專家倡滬港合拓人幣衍生產品

亞歐商博會8月烏魯木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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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內地2015年一季度城
鎮居民收入數據陸續出爐，目前
已發佈數據的 25個省(區、市)
中，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8,572 元，同比名義增長
8.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7.0%。上海以14,153元排名榜
首。
數據顯示，上海、北京、江

蘇、福建、廣東、天津、山東這
7個地區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其
中，上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最高，達到了14,153元；北京
排第二，為13,503元；江蘇位列
第三，為11,516元。而青海省城
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末
位，僅為6,212.87元；甘肅排倒
數第二，為6,258.56元；寧夏倒
數第三，為6,272元。
從收入增幅來看，甘肅增幅最
高，達到了 10.6%，其次是新
疆，為9.6%，貴州和江西兩省增
幅同為9.5%，並列增幅第三位。
廣西增幅最低，僅為6.9%。甘
肅、新疆、江西、貴州、青海、
湖北、河北、天津、湖南、雲
南、安徽、四川、寧夏、福建、
北京、重慶、陝西這17個省份的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超
過了全國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滬港合作源遠流
長，然而，近期，一些人對於滬港合作前景產生「瑜亮」相爭
憂慮。昨日，在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辦的「滬港兩地合
作共推上海自貿區發展研討會」上，香港資深金融學家、原
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周八駿博士表示，香港欲鞏
固和提高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妥善處理港幣與人民幣之間以及
香港本地經濟與珠三角經圈關係。如果上海能夠在2020年建
成以人民幣業務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那麼，香港有必要考慮
是否願意人民幣在香港流通，同時，加快推動香港經濟融入珠
三角；否則，上海將依托長三角經濟圈，對香港離岸人民幣
市場構成不可低估的競爭壓力。

香港務必融入珠三角經濟圈
周八駿表示，目前香港已是全球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這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民幣尚未充分可兌換。隨着上海自貿試驗區升
格為2.0版，國家加快推進人民幣充分可兌換和國際化，香港必
須考慮如何超越僅僅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局限性。香港現在雖
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主要流通貨幣卻是港幣，對於人民幣使用仍
有不便。如果香港在2020年前不能抓住機會，考慮將人民幣作
為主要流通貨幣，那麼，有可能被上海超越。因為，離岸與在岸
市場終究會合二為一。周八駿還強調，香港務必融入珠三角經濟
圈，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足以與上海匹敵的腹地。

滬港可設對接機制擴合作
對於上海自貿區與滬港合作的關係，周八駿建議，滬港合作

發展人民幣一級衍生產品，由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先行，上海
自貿區引進，爭取在2020年前形成梯次推進。
同時，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昨日正式發佈的「滬港藍皮

書」指出，在上海自貿區發展前提下，香港作為全球公認的自
由港，在投資管理、金融管控等方面的較成熟經驗，對於上海
自貿區發展有重要借鑒作用。上海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尤
安山表示，上海自貿區已正式進入2.0時代，這為滬港兩地深
度合作提供了戰略機遇，滬港兩地可建立對接機制，促進中小
微企業集群發展，擴大合作的機遇。
尤安山認為，滬港兩地合作已久，雙方一直相互借鑒學習。
但他直言，兩地經濟仍缺乏大的合作項目，有關科技方面的合
作仍然較為薄弱，同時滬港兩地人才之間的交流互動並不算
多，雖然兩地在金融、科技等方面各有優勢，但是由於缺乏深
層次的交流，相互合作仍有局限。
他建議，未來可以建立滬港自貿區合作對接機制，為香港經

濟全方位對接自貿區搭建通道，同時擴大滬港基於自貿區發展
產業合作機遇，以制度創新保障滬港合作模式及內涵升級。另
外，他還特別提及滬港經貿合作會議，認為之後每2年至3年
即可召開一次滬港合作會議，以促進兩地交流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橫跨內
地東西九省十個海關的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試運行
本月27日啟動。據青島海關關長臧玉健介紹，為實
現區域通關全覆蓋，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
略，海關總署決定，由青島海關牽頭，將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西藏
等九省（區）內的10個海關，整合為絲綢之路經濟
帶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版塊。
當天，西安海關轄區的三星（中國）半導體有限

公司以區域通關一體化模式申報，自韓國經青島口
岸進口貨物順利通關，標誌着絲綢之路經濟帶海關
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試運行啟動。
臧玉健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橫跨中國東中

西部，涵蓋海運、空運、鐵路、公路等多種進出境
運輸方式，業務類型複雜。絲路一體化板塊是目前
海關5個一體化板塊中覆蓋地區最廣、跨度最大、
地域差異最明顯的。通關一體化將打通東聯日韓、
西至歐洲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對於促進「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互聯互通發揮積極作用。
臧玉健還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共有近

9萬家海關註冊企業。一體化後將通關提速、物流
加快，無疑會大幅降低企業經濟成本。據測算，改
革可為企業降低通關成本20%-30%。

香港文匯報
訊 （實習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
道） 2015 亞歐
商品貿易博覽會
將於8月12日至
16日在烏魯木齊
舉辦。本屆商博
會以「打造絲綢之路商貿平台，推進亞歐產業互利
合作」為主題，設置紡織服裝產業展、農產品食品
展、珠寶玉器工藝精品展、新疆葡糖酒精品展和境
外精品展等，重點引進英、韓等國家及香港、台灣
等地區的時尚精品參展。展會舉辦期間還將舉辦高
峰論壇、產業論壇和貿易投資促進活動以及客商招
待會等活動。據介紹，中國國家領導人、多國政要
以及中外部長級嘉賓屆時將出席。

■絲綢之路經濟帶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啟動儀
式。 王宇軒 攝

■■ 20152015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新聞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新聞
發佈會現場發佈會現場。。 任芳頡任芳頡 攝攝

■社科院昨日發佈報告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十三五」期間增
速有望企穩回升。圖為山西太重工人正在調試機器。 資料圖片

■原香港特
區政府策略
發展委員會
委員周八駿
在研討會發
言。
倪夢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