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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紀委監察部
18日在其官方網站手機客戶端上開通「反『四風』
一鍵通」舉報窗口，受理違規公款吃喝、公款旅
遊、違規配備使用公務用車、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
利、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大辦婚喪喜慶等問題舉
報。
公眾可登錄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網址：http://

www.ccdi.gov.cn）下載安裝手機客戶端，通過手機
照片、視頻和文字說明反映身邊的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中紀委推反「四風」手機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BBC中文網報道，中國主權財
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公司」）準
備投入13億歐元（約115億港元），向美國房地產
集團世邦魏理仕（CBRE）收購在法國和比利時的
10個購物中心，其中8個位於法國，包括巴黎郊區
的La Vache Noire購物中心。
該網引述法國《費加羅報》報道說，中投公司在
收購中以更高價格挫敗了法國—荷蘭房地產集團
Unibail-Rodamco
和荷蘭房地產集
團Wereldhave 的
競購。
據國際媒體統
計，在2008年到
2014年間，中資
企業收購了 200
多家歐洲企業，
其中包括70多家
德國企業。

外媒：中投擬百億收購歐商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貴州調研時強調，適應中國經
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戰略定力，加強調查研究，看清
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破解瓶頸，統籌兼顧、
協調聯動，善於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經濟社會發展。
據新華社報道，6月16日至18日，習近平在貴州
省委書記趙克志、省長陳敏爾陪同下，來到遵義、貴
陽和貴安新區，深入農村、企業、學校、園區、紅色
教育基地，就做好扶貧開發工作、謀劃好「十三五」
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行調研考察，期間聽取了貴州省
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對貴州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
績和各項工作給予肯定。他希望貴州協調推進「四個
全面」戰略佈局，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培植後
發優勢，奮力後發趕超，走出一條有別於東部、不同
於西部其他省份的發展新路。

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呈現速度變化、

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適應新常態、把握新
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
發展的大邏輯。要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發展新特點新要
求，着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要
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性戰略調整，把創新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提供強大動力。要加快發展特色高效農業，加快培

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促
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聯通化、居
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產業發展融合
化。要正確處理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在生
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把提出的行
動計劃扎扎實實落實到行動上，實現發展和生態環境
保護協同推進。

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
習近平強調，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可以增進

社會消費預期，有利於擴大內需，抓民生也是抓發

展。要依靠產業帶動和必要的政策激勵，鼓勵創業、
擴大就業，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要抓住群眾最關
心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食品安全等問題，實打
實地做，循序漸進地推。要通過推進就業創業，發展
社會事業，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不斷打通民生保障
和經濟發展相得益彰的路子。要高度重視公共安全工
作，牢記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着力堵塞
漏洞、消除隱患，着力抓重點、抓關鍵、抓薄弱環
節，不斷提高公共安全水平。要關心留守兒童、留守
老年人，完善工作機制和措施，加強管理和服務，讓
他們都能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習近平勉貴州：善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徐悅、張涵坤

貴陽報道）習近平17日下午考察貴陽清鎮職教城
的貴州省機械工業學校。他非常關心學生，詢問
了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在機械加工車間，總書記觀看兩名大一學生用

車床加工的高腳酒杯和木質花瓶，並詢問他們的
學習情況。在智能製造實訓基地，習近平對多台
工業機械人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在一台可寫字的
機械人旁，學生高余操作書寫「中國夢」。總書
記問：「你的中國夢是什麼？」高余回答，目前
的夢想就是出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將來回家建設
貴州。更希望自己製造的刻着「MADE IN
CHINA」字樣的產品走向全世界。總書記情不
自禁鼓起掌，並豎起大拇指：「這個同學非常不
錯，好志向！」
在3D打印實訓處，學生王開兵請纓：「習大

大，我能為您演示一下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覆
後，王開兵在一張名片大小的鋁片上用激光打印
出校訓「崇德尚能礪學敦行」，並遞給習近平，
並解釋了校訓含義「做有道德有技能的人，督促
自己治學和行為嚴謹」，總書記含笑道「共
勉」。
校長武斌儒匯報說：「學校要通過職業教育，

讓每個學生的人生都很出彩！讓他們家庭擺脫貧
困，總書記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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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經濟新火車頭
內地信息服務出口加快 前五月外包合同增6.3%

據統計，今年前五個月，內地外貿出口
實現 5.4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0.8%；而服務外包合同金額425億美元，同
比增長6.3%，執行金額310.8億美元，同比
增長14%。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8日
在北京表示，今年以來，中國服務出口步伐
加快，5月當月，中國企業新簽離岸外包合
同金額46.3億美元，同比增長12.4%。

雲服務海外擴軍
「這幾年我們公司的營業額都是以30%的
增速增長，去年已經達到了近4億。」主要

為國際公司提供智能終端平台技術解決方案
的思科創達副總裁楊宇新告訴本報記者，從
拿到第一筆日本車載操作系統的訂單到後來
與高通合作，現在公司服務的企業包括微
軟、因特爾、索尼、三星等國際知名公司。
該公司開發的軟件被廣泛運用在這些公司全
球的產品中。
隨着內地信息服務外包需求不斷增多，不

少公司開始海外擴軍之路。專注於雲服務的
UCloud，2013年11月與香港第一大網絡接
入商HGC合作，正式啟動了亞太數據中心
的運營；隨着在海外用戶爆炸式增長、海外

運營對業務彈性的更高要求下，2014年10
月還把雲計算廠商開到了洛杉磯。
像思科創達、UCloud這樣提供高附加值

服務出口的公司還有不少。據商務部統計數
據顯示，今年1-4月，內地電信、計算機和
信息服務出口同比增長20.9%，主要出口至
美國、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英國、荷
蘭等國家和地區。

信息服務業超日
北京服務外包協會李勁秘書長向本報記者

表示，中國的信息服務產業這幾年在快速發

展，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
大市場。很多企業在國內市場競爭中經過反
覆錘煉，形成了穩定的技術解決方案與產
品。而且中國在移動互聯網領域起步較早，
現在的技術已經慢慢從追趕走到了引領，很
多新應用、新服務不斷湧現，也培養了企業
的國際競爭力。
李勁指，中國是人力資源大國，互聯網發

展多年累積了大量技術人才，可以說中國的
人口紅利已經從進城打工的加工貿易延展成
高端技術人才這一層，這可能是全球誰也比
不過的。

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雖然全球經

濟增速放緩，內地外貿出口持續低迷，但國際市場

對內地的軟件和信息服務需求近年來一直不斷加

快。前5月，內地企業簽訂服務外包合同金額425億

美元，同比增長6.3%。其中，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

口前四個月增幅同比提升5.3個百分點。專家指出，

「互聯網+」釋放服務外包市場潛力，以計算機與信

息為代表的中國服務出口，將成為外貿新增長點。

內企前5月服務外包數據
月份 簽訂合同金額 同比增長
1月 92.6億 3.3%
1-2月 90.1億（只含離岸） －7.8%
1-3月 270.3億 10%
1-4月 345億 2.1%
1-5月 425億 6.3%
■除標明外，簽訂合同包括在岸和離岸
■單位：美元 ■記者馬琳整理

■■內地企業前內地企業前55月簽月簽
訂服務外包合同增長訂服務外包合同增長
66..33%%。。圖為服務外包圖為服務外包
員工在電腦前飛速地員工在電腦前飛速地
記錄訂單記錄訂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內地首個
進境水果指定口岸落戶上海自貿區洋山港。自此，在
該口岸進行進口水果貿易的企業將享受到自貿區檢驗
檢疫制度創新、通關便利、保稅展示等優勢，大幅簡
化進口物流環節，節約運輸費用，降低貿易成本。而
消費者將可享受到更新鮮、價廉的水果。

料省三成物流成本
據上海質檢局相關負責人介紹，該口岸運營後，因
享受自貿試驗區貿易監管制度創新和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保稅政策的疊加優勢，水果從靠泊碼頭到查驗後放

行，相較之前較長的檢驗流程，現全程僅需6小時；
而且，每個集裝箱貨物平均為企業節省費用500元，
降低物流成本30%以上，不僅給企業帶來了極大的便
利，也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實惠，還保證了水果的新
鮮。由於銷售環節精簡，跨境電商的銷售價格亦可更
加便宜。
另據悉，該進境水果指定口岸還將在跨境電子商

務的基礎上不斷拓展生鮮農產品展示、拍賣、交
易、倉儲、冷鏈物流、國際國內貿易等全方位服
務，逐步打造亞太地區進口水果等農產品的展示、
交易集散中心。

滬自貿區設進境水果指定口岸

■檢驗檢疫部門在檢查由上海自貿區進境水果指定口
岸運入的新西蘭水果。 網上圖片

滬昆高鐵貴州東段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路艷寧貴陽報道）時速300公
里的高速列車第一次駛入大西南。繼貴廣高鐵開通
後，昨日貴州第二條高速鐵路——滬昆高鐵貴陽北至
新晃西段正式開通運營，由貴陽至長沙僅需3小時。

助力連通東中西經濟圈
待7月1日內地鐵路新運行圖實施後，貴陽至武

漢、南昌僅需5小時，至京滬僅需9小時，貴州真正
意義上融入全國高鐵網絡系統，也將有助於東中西
部地區主要經濟圈的連通。
滬昆高速鐵路（又稱滬昆客運專線）是國家《中
長期鐵路網規劃》中「四縱四橫」的快速客運通道
之一，途經上海、杭州、南昌、長沙、貴陽、昆明
等6座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線路全長2,264公里，是
中國東西向線路里程最長、經過省份最多的高速鐵

路。
滬昆高鐵貴州段是世界上海拔跨度最大、地質結

構最複雜的高鐵。貴州屬於喀斯特岩溶地區，地形
複雜形態多變，區域內岩溶、岩堆、滑坡、採空
區、危岩落石及軟土等不良地質與線路相伴相隨。

明年力爭貴州全段貫通
據了解，貴州東段雖然只有286公里，但從海拔不

足300米躍升到1,400多米，橋隧比也達到86%，創
下了中國高速鐵路建設的新紀錄。西段進入雲貴高
原隆起地帶，煤礦採空區、瓦斯問題突出，建設難
度更大於東段。
滬昆客專貴州公司總經理張建波介紹，目前西段

僅剩三座隧道還未貫通，預計明年底之前貴州全段
可以貫通，連接雲南。

■工作人員穿苗族服飾和卡通人物服飾在車廂內留
影。 新華社

■中投被指收購的法國La Vache
Noire購物中心。 網上圖片

商務部：
進口貨價格不會大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中國加入WTO保護期即將於今年
7月1日到期，有媒體稱，屆時包括汽
車在內的進口商品將會因關稅減免而
大降價。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
丹陽18日在例行新聞發佈上表示，中
國加入WTO承諾的所有產品降稅已經
於2010年1月1日履行完畢，即將到
期的保護期不會導致進口商品關稅大
幅度調降問題。

入世降稅承諾 2010年已全履行
沈丹陽說，中國在2001年12月11

日加入WTO後，於2002年1月1日
起開始全面下調關稅，分10年逐步實
施。其中，對絕大部分進口產品的降
稅承諾在2005年1月1日已經執行到
位；到2010年1月1日，所有產品的
降稅承諾已經履行完畢。中國平均關
稅總水平從入世前的15.3%降到2010
年9.8%。
「因此，今年7月1日以後，中國關

稅總水平仍會保持基本平穩，不會出現
個別媒體所說的因保護期到期而導致進
口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但
是，沈丹陽說，由於自貿協定的實施，
比如中韓和中澳自貿協定，部分進口商
品價格可能會有所下降。

■■習近平考察貴州省機習近平考察貴州省機
械工業學校械工業學校。。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