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兩會看點
人大

上午9時

閉幕會
1. 表決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2. 表決關於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
劃執行情況與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的決議草案

3. 表決關於201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
況與201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的決議草案

4. 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

5. 表決關於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

6. 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

7. 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
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
法草案

8. 表決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
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9. 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
草案

10. 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
草案

11. 表決關於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接受徐顯明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職務的請求的決定草案

上午10時30分

李克強總理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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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嚴監管 保供港食安
質檢總局：源頭嚴管 過程嚴控 風險嚴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

據測算，目前香港至少九成以上的活豬、

活牛、蔬菜、河鮮產品，以及三成以上的

活雞均由內地供應。那麼，內地質檢部門

有哪些「絕招」守護供港食品安全呢？國

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昨日回應本報提問

時表示，現在內地對供港澳食品農產品已

實現從源頭到供港澳的全過程監管，並形

成一系列比較成熟的溝通聯絡機制，對存

在故意違規行為企業，將暫停其出口或取

消備案。未來內地還將一如既往做好源頭

嚴管、過程嚴控、風險嚴防，抓好供港澳

食品安全。

支
樹
平
全
程
脫
稿
顯
自
信

�� ��$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昨日舉行記
者會，邀請支樹平就「質量提升」相關問題

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當本報記者問到供港食品安
全問題時，這位國家質檢總局掌門人說，保證香
港居民的食品安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當年周
恩來總理就抓了供港的三趟列車，全國人民都關
心支持香港居民的食品供應和食品安全，一直延
續到現在。

視為政治任務
支樹平說，「我們確實把保障供港澳食品安全工作
作為政治任務來看待，放在重要位置抓實抓好。」
回顧多年來的工作經驗，支樹平概括內地採取的供港
澳食品安全舉措說：一是完善監管機制。現在供港、供
澳的食品農產品，對種養殖場都實行備案制度，生產加
工企業都要備案，開展抽樣檢驗、監裝出證等一系列措
施，實現了從源頭到供港澳的全過程監管。
二是加強監管合作。香港特區政府也有食品安全
監管部門和食品衛生監管部門，內地質檢部門和香
港有關部門一直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系列比較成熟
的溝通聯絡機制。現在，食品農產品方面發生敏感
問題，兩地能夠及時溝通信息，妥善解決，共同保
障香港居民的食品安全。

嚴懲違規企業
三是壓實企業責任。就是對供港食品農產品企
業，壓實他們的責任。一方面，幫助他們了解香港
對食品農產品有什麼要求和標準。另一方面，就是
嚴格監管。發現供港食品出現問題的，內地質檢部
門都認真調查，對存在故意違規行為的，暫停相關
企業出口或取消其備案，這是非常嚴格的。正因為
這樣，這麼多年供港食品才得以沒有發生大的、區
域性的風險，也保障了供港食品的穩定。
支樹平承諾，下一步，內地質檢部門要一如既往地
抓好供港澳食品安全，和兄弟部門一起築起食品安全
這道防線。「還是那句話，源頭嚴管、過程嚴控、風
險嚴防，共同為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

報道）最近有大量台灣商品列入質
檢總局不合格名單，今年首輪發佈
的未予准入名單中，台灣商品更高
達四成以上，這是否意味質檢總局
對台灣商品進口審核和執法更為嚴
格呢？對此，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
樹平表示，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大
陸是一視同仁的，台灣的商品與來
自其他地區的產品一樣，不符合大
陸食品安全標準的，一律不得入
境。「兄弟是兄弟，原則是原則，
不能因為是兄弟，就放棄原則，安
全該守住的還是要守住的。」

拒認「九二共識」致信息不互通
大陸今年公佈的1月份未予准入

食品、化妝品信息403批次，其中
有175批次來自台灣地區，包括
167批食品和8批化妝品，不予准
入佔到43%以上。2016年有722批
來自台灣地區的食品和化妝品未予
准入，大概佔全年總數的23.7%。
對於出現這種現象，支樹平解

釋，一是台灣地區進入到大陸的食
品、化妝品，特別是食品批次多、

品種也多；二是大陸和台灣地區在
一些企業標準執行上有一定差異，
如台灣大概有30%的食品添加劑或
新食品原料的使用和大陸的標準不
太一樣；三是現在台灣食品監管上
還有薄弱和漏洞之處，每次發現一
批不合格的，大陸都給反饋回去
了，但是看來有些整改還是不夠到
位。
不過，支樹平亦坦言，「5．

20」以後，台灣當局不承認「九二

共識」，兩岸原來的很多合作受到
阻礙，有些商品標準等信息不互
通，導致出現問題。
支樹平指出，台灣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對兩岸和平關係發
展帶來嚴重衝擊，嚴重影響了兩岸
質檢協議、機制的正常運行。但
是，他亦強調，不管台灣政局如何
變化，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的理念不
會變，為台灣同胞辦好事、辦實事
的政策也不會變。

國家質檢總局
局長支樹平昨日上
午舉行記者會，近

兩小時共回答了12個問題，
全場脫稿，如一場精彩的「脫
口秀」。面對記者關心的各種
提問，他的回答幽默而自信。
「我也有過網購經歷，比如

看中某一種產品，也會網購。
家裡人也網購過。」記者會
上，支樹平始終面帶微笑，顯
得謙和平易。
這位經濟學專業的博士局長

金句頻出，盡顯專業素養。在
說到質量技術基礎工作時，他
形象地說，「秦始皇就是第一
任計量局長，他統一了度量
衡，老祖宗就重視計量。」引
發笑聲一片。
在談到質量問題時，他又攤

開雙臂，強調要保證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就要在口
岸上築起一道堅強的防線。談
到內地很多標準的缺失和標準
制定滯後，他形容這是中國標
準化「成長中的煩惱」，只有
踏石留印，抓鐵有痕，一錘一

錘釘釘子去抓，才能進入質量時代。
商品安全、特別是食品藥品安全關係到

千家萬戶，支樹平的回答充滿自信：要培
育一批真正叫得響、消費者歡迎，甚至國
外消費者都歡迎的中國品牌，打出我們的
「金字招牌」，把我們國貨形象樹得高高
的。 ■記者葛沖

回應「對台商品審核更嚴」：

不因兄弟放棄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2017 年全國兩會進
入尾聲，據中新社報道，歐洲多國媒
體近日在報道兩會時，重點關注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的預期目
標下，中國將如何更好地完成經濟改
革、轉型升級這一命題。德國電視一
台報道稱，儘管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
目標低於往年，但認為中國將迎來更
可持續、更「結實」的經濟發展。

經濟改革特色模式見雛形
路透社指出，儘管中國2017年財政預

算赤字總量有所增長，但預算赤字率並未
如預期般進一步提升。這也與今年宏觀經
濟的總體定調一脈相承，在穩增長的同
時，防風險、降槓桿、抑泡沫並重。
針對中國經濟「觸底」的說法，英國

《金融時報》中文網刊登中國黃金集團

首席經濟學家萬喆的評論指出，中國經
濟改革的特色模式，已見雛形。文中借
用此前「權威人士」看法引申指出：中
國經濟的改變，是轉換，是一種階段到
另一種階段的轉換，增速不會再重新升
高。而且這並非「唱衰」或「看空」，
既是趨勢所致，也是主動為之，「『觸
底』『回升』之說，都已經過時了。」
「中國的成功有些讓人難以相信。」

德國之聲專欄作家澤林表示，去年，中
國的GDP增長率達到6.7%，中國經濟對

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與此同
時，全球局勢都搖擺不定，「人們能從
數字中看出，中國似乎正在這一團糟中
穩健成長，同時還正在國際社會中扮演
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澤林認為，中國政府政策變得更加明

朗了：必須繼續推動增長和進步。為了
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讓民眾切實感受到
稅後收入增加、市場機制更完善、創新
動力更足等一系列改善。中國政府為此
尤其注重中小型企業。

歐媒：中國增長將更「結實」

■■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工作人
員檢驗台灣等地區的進口食品員檢驗台灣等地區的進口食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副局長兼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任孫大偉、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主任田世宏就
「品質提升」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中新社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表示，內地對供港澳食品已實現
從源頭到供港澳的全過程監管。 中新社

■■廣西南寧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現廣西南寧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現
場檢疫監裝供港活豬場檢疫監裝供港活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強網購抽查 培育「品質電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網購」、「海淘」等電子商務在
內地已成為新興業態，如何保證網上產
品質量，成為公眾比較關注的問題。支
樹平透露，質檢總局組織了「神秘買
家」在網上購買一些樣品進行檢測，不
合格的就公佈、下架。新的一年，質檢
總局將繼續加大監督抽查力度，從源頭
抓，從電商平台抓，從標準抓，從監管
抓，着力培育「品質電商」。

神秘買家檢測 僅69%合格
僅去年一年，質檢總局組織的「神

秘買家」大概抽了 6,891 批網上樣
品，不合格的有 2,122 批，合格率
69.2%。質檢部門找到這些不合格企
業實行整治，不合格產品必須下架。
支樹平表示，質檢總局始終把電
商、網購作為一個重點，進行監管和
服務兩手抓，既抓監管，又抓服務，
讓它健康地發展。
質檢總局主要的工作有四個方面：

一是定標準，專門研究電子商務標
準，現在立項了一批標準，形成電商
體系的標準「過濾系統」；二是搞認
證，專門為「3C」認證開通「雲橋」

系統，支持阿里巴巴、京東等7家主
要電商平台，與強制性產品認證證書
數據庫進行對接；三是抓管理，建立
質量管理體系、品質控制體系，提高
電商自檢能力；四是嚴監管，專門成
立電子商務產品風險監測中心，跨境
電商也成立了風險監測中心，實施
「風險監測、網上抽查，源頭追溯、
屬地查處、信用管理」。

加強風險監測 嚴管假冒偽劣
談到對跨境電商的監管，支樹平表
示，現在是作為個人自用物品進行監

管，主要實施檢疫，重點看有沒有疫
情疫病、有害生物傳入風險，產品質
量由購買的個人自己負責。
他說，如果下一步把跨境電商納入

貨物管理，那就要從市場准入到生產
註冊許可、進口檢驗等，按貨物來監
管。他透露，現在在國務院批准的過
渡期內，還在研究。
支樹平強調，質檢總局從沒有放鬆
監管，從職能出發，着重加強風險監
測。他說，質量是電子商務健康發展
的生命線，絕不能讓假冒偽劣在網絡
上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