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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等7省市3600億養老金入市

頻遭「雙反」中國矢言維權
去年119宗救濟調查 成貿易保護主義首要目標國

新疆加強反恐：出重拳下狠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2017年新年伊始，中國出

口產品已數次被徵收高額「雙反」

關稅。對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孫繼文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

出，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

義的首要目標國，部分國家頻繁通

過限制中國產品進口為本國產業提

供保護。2016年，中國出口產品

就遭遇了119宗貿易救濟調查案

件，案件數量同比上升36.8%。面

對貿易摩擦如此嚴峻形勢，孫繼文

強調，必要時會訴諸有關爭端解決

機制和採取相應措施，以維護中國

產業安全和企業的合法權益。

孫繼文說，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貿易
保護主義抬頭，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

計，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國集團
新增加實施145項貿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12
起，同比大幅提升。而中國作為第一出口大
國，成為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首要目標國，
部分國家頻繁通過限制中國產品進口為本國產
業提供保護。

濫用救濟措施 損消費者利益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出口產品共

遭遇27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119起貿易救濟案
件，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案件針對中國。其
中，涉案金額143.4億美元，案件數量和涉案金
額同比上升了36.8%和76%。
「中國尊重各國正常採取貿易救濟措施的
權利，但對動輒以貿易救濟調查之名，損害中
國企業正當貿易權益、過度保護本國國內產業
的做法和傾向表示嚴重擔憂。」孫繼文強調，
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將損害相關規則的公正性、
權威性和有效性，無助於在根本上解決被保護
企業面臨的問題，損害了上下游行業和消費者
利益，同時也可能擾亂全球和雙邊正常貿易秩
序。
事實上，國際分工是一個大的價值鏈條，

一國對另一國的制裁，往往反過來會影響自己
本國產業的發展。以光伏產業為例，美國對從
中國進口的光伏產品實施制裁，反過來對本國
多晶硅——這一光伏上游產業發展產生影
響。
據有關統計，美國對華進口光伏產品佔同
類進口產品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8%下降到
2016年的18%。這直接導致美國對華出口多
晶硅的數量從2013年的2萬多噸，降低到去
年的5,000多噸。同時，美國採取貿易救濟措
施後，雖然從中國進口的光伏產品減少，但從
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進口數量迅速上
升，美國光伏企業並未得到好處。

加強對話合作 妥處共同挑戰
孫繼文表示，中國願與國際社會共同維護

開放、穩定、可預見的國際貿易環境，堅決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通過加強對話與合作，
妥善處理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困難，促進
全球經濟復甦發展。同時，中國也將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切實維護中國產業安全和企業的
合法權益，包括積極對外交涉、指導商協會
和企業等加大應訴力度、鼓勵產業對話合
作，必要時訴諸有關爭端解決機制和採取相
應措施等。

內地將設兩管理機構
審核國家文物進出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文物
局近日印發的《國家文物局2017年工作要點》提
出，將強化社會文物管理，加強中國流失海外文
物數據庫建設，推動文物追索返還取得新成果。
工作要點明確，將新設2家國家文物進出境審

核管理機構，加強對自貿區、保稅區的文物進出
境管理與服務。制定涉案文物鑒定管理辦法，編
制文物鑒定規程和民間收藏文物鑒定指導意見。
同時，這份工作要點還顯示，國家文物局將在

2017年強化文物安全監管，如：深入開展打擊
防範文物犯罪活動，建設中國被盜文物數據信息
發佈平台；繼續實施文物平安工程，不斷完善高
風險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防火防盜防破壞設
施；開展重點地區革命文物安全狀況調研，啟動
全國文物安全大數據建設等。

中國1月對外直接投資
同比降35.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昨日在京指出，今年首
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08個國家和地區
的98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
計實現投資532.7億元人民幣（折合77.3億美
元），同比下降35.7%，環比微降4.6%。這是過
去一年來，中國對外投資首次同比負增長。
分行業看，1月中國對外投資主要流向製造業

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同比分
別增長79.4%和33.1%，佔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
從2016年同期的13.4%和5.6%上升至37.5%和
11.5%；流向裝備製造業22.9億美元，是上年同
期的2.7倍。

地產文娛投資縮八成至九成
值得關注的是，1月中國對外投資流向房地產

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同比分別下降84.3%和
93.3%，顯示出對外投資從嚴監管正在發揮作用。
去年底，中國官方曾指出，中國支持有能力和

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打擊虛
假對外投資行為。監管部門將密切關注近期在房
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
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以及大額非
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
大」、「快設快出」等類型對外投資中存在的風
險隱患，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最高法原副院長奚曉明
受賄逾億元判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天津市第二中
級法院昨日公開宣判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
奚曉明受賄案，奚曉明被控受賄約1.1億元（人
民幣，下同）。法院對其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對其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
國庫。奚曉明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此案曾被
形容為是「司法界的恥辱」。
央視報道綜稱，經審理查明：1996年至2015
年，被告人奚曉明先後擔任最高法經濟審判庭副
庭長、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
副院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職務和工作中
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案件處
理、公司上市等事項上提供幫助，認可其親屬收
受以及本人直接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
合人民幣1.14596934億元。
法院認為，奚曉明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其

為他人謀利的行為絕大部分是基於親屬接受行賄
人請託，賄賂款項也為親屬收受使用，其本人係
事後知情；其到案後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並
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
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
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遂作出上述
判決。
鳳凰網報道，奚曉明出生於1954年6月，男，
江蘇常州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他曾歷任最高
法研究室處長、經濟審判庭審判員、經濟審判庭
副庭長、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民事審判第二
庭庭長、副院長等職。2015年7月，他被通報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中國產品今年來遭「雙反」案
■1月5日，美國商務部對進口自中國的雙向土工格柵產品發佈反傾

銷反補貼調查終裁備忘錄，認定中國所有涉案企業的反傾銷稅率為
372.81%，反補貼稅率為15.61%-152.5%。

■1月18日，美國商務部就非晶織物、普碳與合金鋼板和硫酸銨三起
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作出終裁。非晶織物案反傾銷稅率為
162.47%，反補貼稅率為48.94%-165.39%；普碳與合金鋼板案
反傾銷稅率為68.27%，反補貼稅率為251%；硫酸銨案反傾銷稅
率為493.46%，反補貼稅率為206.72%。

■1月24日，歐委會發佈對華鋁輪轂反傾銷措施日落覆審調查終裁公
告，決定將有關反傾銷措施實施期限延長5年，反傾銷稅率繼續維
持原來22.3%的水平。

■1月27日，歐委會對原產於中國的不銹鋼管件產品作出反傾銷調查
終裁，並決定實施為期 5 年的反傾銷措施，反傾銷稅率為
30.7%-64.9%。

■2月2日，美國商務部對華不銹鋼板帶材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作出
終 裁 ， 反 傾 銷 稅 率 為 63.86%-76.64% ， 反 補 貼 稅 率 為
75.6%-190.71%。

記者 馬琳 整理
■奚曉明（中）因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中新社

■中國的鋼
鐵產品經常
遭到歐美貿
易 救 濟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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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
疆16日在天山南部的和田市舉行「揚
威震懾武裝拉動」反恐維穩誓師大

會，駐疆武警部隊、公安特警、民兵
等數千名官兵參加。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政法委書記朱海侖出席大會並指出，近
期，暴恐分子在持續嚴打嚴防、高壓震
懾下「狗急跳牆」，接連製造了幾宗暴
恐襲擊案件，給各族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造成嚴重危害，再一次暴露其反人類、
反社會、反文明的兇殘本性。
他表示，「我們要以鐵的意志、鐵的
手腕、鐵的擔當，槍上膛、刀出鞘，出
重拳、下狠手，打出威風、打出正氣、
打出安寧。」

強化各項維穩措施
朱海侖強調，各方維穩力量要在反恐

維穩鬥爭中打頭陣、當尖刀、練精兵、
用熱血，始終追着打、壓着打、挖着

打，絕不給暴恐分子任何喘息之機，堅
決打乾淨、打徹底，斬草除根、不留後
患，用實戰訓練和維穩功績增強各族民
眾的安全感。
官方表示，是次反恐誓師大會旨在進

一步動員廣大公安幹警、武警官兵和各
方維穩力量，強化各項維穩措施，深化
嚴打專項鬥爭，進一步形成強大聲勢，
保衛人民、震懾敵人，堅決維護新疆安
定團結、和諧穩定大局。
根據和田信息網的消息，2月14日19

時20分許，3名暴徒衝進新疆和田地區皮
山縣縣城某小區內持刀砍殺群眾，致10
名群眾受傷，其中5人因傷勢過重經醫院
搶救無效死亡，5人正在全力救治。
事發後，小區附近的公安便民警務站
民警一分鐘內迅速處置，當場擊斃3名暴
徒。

毆中國客 越南8邊檢人員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稱，中國政府已多次就中國遊客被越南
口岸工作人員毆傷事向越方提出交涉，
並要求越方對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賠償，
對涉案人員進行嚴肅處理。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越南外交部日
前就中國遊客被越南口岸工作人員毆傷
事作出回應，稱中方已提出交涉，越方
將加緊查明真相，並依據事實作出處
理。中方對此有何評論？你能否介紹中
方所做工作情況？

耿爽表示，中國政府一貫高度重視境
外中國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益保護工
作。關於中國遊客在越南口岸被越方工
作人員毆傷一事，中方已多次就此事向
越方提出交涉。
耿爽說：「今天，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就此事專門約見越駐華大使，再次表明
中方嚴正立場。中國駐越南大使也在河
內就有關問題約見越外交部負責人。中
方要求越方對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賠償，對
涉案人員進行嚴肅處理，並採取有效措施
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據了解，越方已
對8名有關涉案人員作出停職處理。我們
將繼續敦促越方本着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
的態度，徹底妥善處理此事。」

■新疆反
恐維穩誓
師大會現
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
人社部副部長游鈞在昨日舉行的全國社
保局長會上透露，目前，已有包括北
京、上海等7省區市，共計3,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基本養老保金，開
始委託進行投資運營，突破原來社保基
金只存國有銀行和買國債的限制，為養
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實實在在打開了
通道。
談及養老金入市後的規劃，游鈞表
示，下一步，將加強對重點地區基金運
行情況的預測預警、確保養老金按時足
額發放的同時，繼續做好2017年企業和

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的調
整強化確保發放的主體責任，夯實繳費
基數，加強基金徵繳和稽核清欠力度，
完善擴面徵繳激勵約束機制和省級統籌
基金調劑制度。

業界：利養老金增值市場穩定
對於內地養老金正式入市，英大證券首
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養老金入市是一
個非常強大的買方力量，將有效改變原來
賣方強大買方弱小的局面，對資本市場買
賣雙方的力量均衡有重要意義，對促進投
資者的權益保護有重要作用。

李大霄指出，養老金依託強大的資本
市場可以有效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
而離開資本市場很難再找到另外一個規
模如此龐大、流動性強、質量高的市
場，而資本市場因此能夠得到長期穩定
的資金來源，逐漸擺脫高波動性的短期
資金對市場的影響。
據了解，2016年，內地五項社保基金

總收入為5.28 萬億元，總支出4.65 萬億
元，收支保持總體平衡，累計結餘超過
6.5萬億元。截至2016年末，基本養老保
險覆蓋人數超過8.8億，基本醫保基本實
現全覆蓋，完成年度社保擴面的任務。

■養老金入市可有效保值增值。圖為退休
職工從銀行領到養老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