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趙漢東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李克強：深化中俄戰略對接 推動合作提質增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昨日在北京共同主
持中俄總理第 20 次定期會晤。李克強強調，中俄要深
化彼此發展戰略對接，推動兩國務實合作提質增量。
會晤後，李克強與梅德韋傑夫共同簽署《中俄總理第
二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並見證能源、投資、金
融、高科技、海關、質檢、教育、旅遊等領域 30 餘項
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探索建立創新合作模式
當天，國務院副總理，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能源
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張高麗出席會晤。李克強和梅德
韋傑夫聽取了張高麗和國務院副總理、中俄人文合作
委員會中方主席劉延東，國務院副總理、中俄總理定
■李克強與梅德韋傑夫共同簽署《中俄總理第二十次定 期會晤委員會中方主席汪洋以及四個工作機制俄方主
期會晤聯合公報》，並見證能源、投資、金融、高科技 席、俄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副總理戈洛傑茨、羅戈
等領域30餘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中新社 津等的工作匯報。

李克強表示，在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環境複雜多
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各主要經濟體下行壓力加大
的背景下，中方願同俄方共同努力，發揮相互投資和
引擎作用，把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作為新的增長點，
落實好重點合作項目，促進雙向投資便利化，提高投
資活力，深化能源資源、財政金融、航空航天、農
業、軍技等領域合作，為中俄務實合作提質增量。開
展石油勘探、開發、煉化上中下游一體化合作。對接
中方創新驅動發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製
造 2025」和俄方「創新 2020 戰略」，大力發展高科技
和創新合作，早日啟動中俄創新對話，探索建立創新
合作新模式。深化中俄人文交流，在成功舉辦中俄青
年友好交流年基礎上，籌劃和落實好中俄媒體交流年
各項活動。
李克強強調，面對日益突出的各種傳統、非傳統安
全威脅，中方願同包括俄方在內的世界各國攜手努
力，共同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

平、穩定與安寧，促進全人類共同發展繁榮。

雙邊貿易呈現新增長點
梅德韋傑夫表示，俄方願同中方回顧和總結兩國關
係與合作發展取得的成果，共同制定未來合作規劃，
探索合作新模式和新領域，加強貿易投資、礦產資
源、石油、天然氣、核能、航空航天、農業、金融、
軍技等重點領域務實合作，進一步密切人文、科技交
流，擴大地方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共禦挑戰，共同
發展。
當天，李克強和梅德韋傑夫還共同會見了記者。李
克強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今年中俄雙邊貿
易額用美元計算有所下降，但貿易規模在增長，能
源、裝備製造、高科技、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合作呈現
上升趨勢，雙邊貿易呈現新的亮點和增長點。他說，
中俄都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雙方經貿等領
域合作潛力巨大。

中國保持第一貿易大國地位
佔全球出口份額升至 13% 商務部：外貿很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儘管今年外貿

不及預期，但商務部依然用「很給力」來形容全年外
貿成績。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記者會
上指出，根據已掌握情況，中國外貿今年在全球出口
市場份額明顯上升，由去年年底的 12.4%提升至 13%
左右，並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
地位。同時，對外貿易結構有了進一步優化，服務貿
易佔全球比重和佔對外貿易總體比重實現「雙升」。

外貿多年來一直是拉動中國經
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從今

年首 11 個月的海關數據來看，中國
進出口同比下降 8.5%，其中出口下
降3%，進口下降15.1%，進口、出
口雙降的形勢與年初外貿「穩增
長」目標相差較遠。

對外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
對此，沈丹陽表示，由於全球經
濟持續不振，國際市場需求嚴重低
迷，全球貿易明顯低於世界經濟增
速。根據WTO月度統計測算，首9 ■沈丹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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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其中美國下降 6.2%、歐盟
下降 12.8%、日本下降 9.2%、韓國下降 6.6%、印度下降 16.6%、
南非下降 7.9%、巴西下降 16.8%。今年很可能是除 2009 年以外全
球貿易降幅最大的一年。
除了外部環境乏力，沈丹陽認為，外貿下滑的另一個原因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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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有 65 宗，涉案金額 58.3 億美元。不過，
中國高鐵本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展示列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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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陽強調，儘管今年中國外貿面臨諸多困難，但總體上還是
「很給力」。根據已掌握的情況，今年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
明顯上升，已由去年年底的 12.4%提升到目前大約 13%，並繼續
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地位，這是很不容易的。
沈丹陽指出，今年中國對外貿易結構有了進一步優化，服務貿
易佔全球比重和佔對外貿易總體比重實現「雙升」。首 11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
沈丹陽表示，首 11 個月，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 出和產業輸出的階段。
一般貿易、民營企業、機電產品和對新興市場的出口都是正增
數據顯示，截至 11 月底，中國累計對外非金融
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 資流量上億美元的國家或地區有 51 個，其中 10 億
長，成為拉動出口的主要力量。鐵路設備、電力設備、通信設備
首 11 個月，中國內地投資者共對全球 153 個國家 美元以上 11 個，分別為香港、開曼群島、美國、 類直接投資 5.3 萬億元人民幣（約 8,491.2 億美
等大型成套設備進入美歐等中高端市場，出口增長超過 10%；跨
或地區的 5,985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 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群島、荷蘭、澳洲、哈薩克 元），對外直接投資項目幾乎涉及國民經濟的所
境電子商務出口增速超過 30%，市場採購貿易增幅超過 70%，帶
資（ODI），累計實現對外投資 6,461.6 億元人民 斯坦、老撾、印尼和巴西。其中對東盟和美國投 有行業。其中，製造業增長快，流向裝備製造業
動大量中小微企業出口，成為新的外貿增長點。
幣（約 1,041.3 億美元），同比增長 16%，其中對 資增長較快，同比分別增長了 109.9%和 55%；對 的投資 58.9 億美元，同比增長 117.3%；基礎設施
建設也正在成為合作熱點。
香港投資增長12.8%。
香港投資增長12.8%。
商品價低有利提升競爭力
目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在交通運輸、電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負責人指出，今
此外，今年進口數據雖然不理想，但由於大宗商品價格處於低
對本港投資增 12.8%
年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預計 力 工 程 、 通 信 工 程 三 大 領 域 ， 累 計 新 簽 合 同
位，在進口量增價跌的情況下，國家和企業獲得了大量實惠。沈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負責人表示，預 將超額完成全年 10%的增長目標，境外經貿合作 額高達 921 億美元，佔新簽合同總額近六成，
丹陽表示，按海關統計的進出口價格指數測算，首 11 個月，僅因
計今年對外直接投資將超額完成全年 10%的增長 區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對外承包工程亮點紛 上億美元的大型項目 342 個，較上年同期增加
為原油、鐵礦石等 11 種大宗商品進口量增價跌，合計大約為企業
呈，大型項目顯著增加，中國已開始進入資本輸 40 個。
目標。
減少成本 1,820 多億美元（約 11,000 多億元人民幣），成本的降
低，有利中國企業提升效益和競爭力。

首11月ODI增16% 全年目標料超額完成

ITA擴圍達成 助華擴大出口 衛興華李學勤獲吳玉章終身成就獎
美籲「棄多哈回合」華：不會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對於美國公開呼籲放棄多
哈回合談判，沈丹陽昨日指出，拋棄多哈框架對發展中國家是不
公平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會接受。中國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願與各方積極努力，推動內羅畢會議取得積極成果。相信只要各
方從長計議，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顯示足夠政治意願，多邊貿
易體制完全可以有所作為。
世界貿易組織第十屆部長級會議正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
多哈回合談判能否在本次內羅畢會議取得具體成果成為關注焦
點。但在會議召開前夕，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美國對多哈回
合談判「心灰意冷」，首次公開呼籲放棄談判。

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
對此，沈丹陽表示，放棄談判只是個別成員的看法，絕大多數
世貿組織成員是不贊成的，中方對文中的觀點深感失望。
沈丹陽指出，當前多哈回合談判的確處於非常困難時期，主要
問題是少數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少數成員推動談判的意願不
足，內羅畢會議是提振各方信心，凝聚共識的難得機遇，絕大多
數成員都期待本次會議能夠給多哈回合談判帶來新的動力。
「包括中國、印度等主要發展中成員，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
國家構成 ACP 集團，以及最不發達國家集團、非洲集團等在內的
絕大多數發展中成員都堅持多哈發展授權和已有框架基礎，繼續
推進多哈回合談判。」沈丹陽強調，拋棄多哈框架對發展中國家
是不公平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會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世貿組織（WTO）
《信息技術協議》（ITA）擴圍談判近日全面結束。協議在
1996 年《信息技術協議》產品範圍基礎上新增 201 項產品，所
有產品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降稅。對此，沈丹陽昨日
指出，《協議》實施後，將有助於中國相關產品擴大出口，鞏
固中國在全球價格鏈中的地位，也將增強外資對華投資信心。
世貿組織擴大《信息技術協議》產品範圍談判參加方前日在
肯尼亞內羅畢宣佈，就擴圍談判達成全面協議，並發表《關於
擴大信息技術產品貿易的部長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昨
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頒獎禮。本屆終身
成就獎分別授予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和著
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每人獎
金 100 萬元人民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吳玉章基金委員會主任馬
凱為獲獎者頒獎。據悉，該獎項已成為中
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

明年新增 201 項產品降稅

表彰對人文社會科學貢獻

沈丹陽說，擴圍談判是世貿組織近 18 年來達成的第一份關
於取消關稅的重要協議。協議在 1996 年《信息技術協議》產
品範圍基礎上新增 201 項產品，包括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半導
體及其生產設備、視聽產品、醫療器械及儀器儀錶等與當代科
技發展密切相關的產品。所有產品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實
施降稅，絕大多數產品將在 3 年至 5 年後最終取消關稅，並在
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對全體世貿組織成員適用。
據了解，擴圍談判自2012年5月啟動至本月達成全面協議，
歷時 3 年半，經過近 20 輪磋商，共有 24 個參加方、53 個世貿
組織成員參加，參加方擴圍產品全球貿易額達 1.3 萬億美元，
佔相關產品全球貿易額約 90%。中國於 2003 年正式加入《信
息技術協議》。

獎是為表彰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作出
卓越貢獻的學者設立的專門獎項，於 2012
年首次頒發，每年表彰 2 至 3 位卓有成就的
學者。

據介紹，衛興華是中國傑出的馬克思主
義經濟學家，被譽為中國《資本論》研究
權威、中國穩健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在經
濟理論和經濟改革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在
中國經濟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理論地位和
巨大的學術影響力。李學勤是著名的歷史
學家、古文字學家。他長期致力於漢以前 ■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右
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 三）獲頒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記者江鑫嫻 攝
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
銅器及其銘文、戰國文字、簡帛學，以及
與其相關的歷史文化研究等領域，均有重
小啟
因版面調整，《兩地融通》今日暫停
要建樹。
據介紹，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 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