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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歡迎全球企業家共享中國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
報道，2017 年《財富》全球論壇昨日
在廣州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論
壇致賀信指出，中國將發展更高層次的
開放型經濟，共創中外經貿合作美好未
來，歡迎全球企業家來華投資興業共享
中國機遇。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本屆《財
富》全球論壇以「開放與創新：構建
經濟新格局」為主題，聚焦全球發展

面臨的關鍵問題，與會嘉賓就此交流
思想、建言獻策，對促進世界經濟增
長具有積極意義。

華經濟長期向好前景光明
他進一步指出，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
九大制定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行動綱領和發展藍圖。我們將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入貫徹新發展
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全面深化

改革，大力激發全社會創造力，持續釋
放發展活力；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
濟，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展望未來，中國
發展動力更足、人民獲得感更多、同世
界互動更深，將為全球發展創造更多機
遇、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強調，中國經濟具有長期向
好的光明前景，有基礎、有條件、有
動力實現穩中有進、持續向好。中國

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
大，經營環境將更加開放、透明、規
範。中國將繼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促進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
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們熱忱歡
迎全球企業家來華投資興業，共享中
國改革發展帶來的機遇，共創中外經
貿合作美好未來！」

外國智庫：華引領全球化
習近平在賀信中對發展開放型經濟和
中國經濟前景的表述，引發與會企業家
的熱烈反響。Horasis國際構想集團總裁
Frank-Jurgen Richter說，中國不僅在捍
衛全球化，也在引領全球化向正確的方
向發展。澳洲前貿易與投資部長 Andrew Robb 稱，賀信透露中國經濟走在
正確的軌道上，發展趨勢亦保持良好。

《財富》全球論壇在穗開幕 汪洋建言世界經濟新格局

中國正制定擴大開放時間表
世界經濟新格局 汪洋提三點看法
■ 堅持經濟全球化大方向，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基本前提
■ 堅持創新驅動新舊動能轉換，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關鍵
■ 堅持包容共享性增長，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理念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盧靜怡、帥誠 廣州報
道）2017 年《財富》全球論壇昨日在廣州舉行，外國政要、世
界 500 強企業 CEO、專家學者逾 1,000 人參加。此次論壇以「開
放與創新：構建經濟新格局」為主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開幕式並圍繞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的主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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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主旨演講，提出三點看法（見表）。汪洋還透露，中國正在制
定重點領域擴大開放的時間表、路線圖。
洋表示，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
汪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

的方向發展，這是一條正確之路。中
國決心與各國一道，堅定不移地擴大
開放，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
化，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
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

中國外資政策不會變
汪洋指出，一個多月前，中共十九
大在北京勝利召開，制定了中國未來
發展的行動綱領和宏偉藍圖，宣示了
中方願同各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真誠願望。
汪洋強調，中國經濟格局正在經歷
深刻變革。中國未來的發展，是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是質量第一、效益
優先的發展，是創新驅動的發展，是
全面開放、互利共贏的發展。中國將
促進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茁壯
成長，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運
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證券銀行保險開放准入
汪洋還透露，中國正在制定重點
領域擴大開放的時間表、路線圖，
包括放開證券、銀行、保險、新能
源汽車等領域的外資准入比例。中
國致力於打造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的營商環境，保護外資企業知識產
權等合法權益。
「中國好，世界好，世界好，中國
會更好。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一個更加繁榮開放的
中國必將為各國企業帶來巨大的發展
機遇。」汪洋強調。

他的五年「廣州時光」。
2007年12月，汪洋調任廣東省委書
記，第一次公開亮相時就表示將「努力
成為並當好一個『廣東人』，做一個廣
東人民認可和信賴的公僕」。五年後離
任前夕，汪洋又一次深情表示，「如果
大家認為這五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
批准我為『廣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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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敖敏輝、黃寶儀、帥誠 廣州報
道）無現金支付、共享經濟、網
上 購 物 、 高 鐵 …… 中 國 的 「 新 四
大發明」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在專場對話中，《財富》雜誌執
行主編亞當．拉什斯基就對無現
金支付在中國的流行程度感到好
奇。他不禁問騰訊董事會主席兼
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未來五年
之後，中國還存在現金嗎？」

馬化騰：可避免假鈔
「移動支付的現金只是電子化，
這不代表沒有現金。」馬化騰笑
言，騰訊和阿里在移動支付領域上
的競爭，迅速普及了中國的移動支
付和無現金化。
馬化騰認為，移動支付在中國的流

如今再度來到廣州，汪洋顯得頗有
感觸說，「我有幸在這個城市生活過
五年，離開這個城市也已經五年，我
高興地看到今天的廣州生態更加優
美，營商環境更加優越，創新創業的
氛圍更加濃厚，相信富有戰略眼光和
開拓精神的各國企業一定會透過廣州
看中國，把握中國經濟的脈動，在廣
州、在廣東、在中國大顯身手大展宏
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敖敏輝、盧靜怡、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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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點讚華技術及人才
出席《財富》論壇的國際商界領
袖，也對中國迅猛發展取得的卓越
成就紛紛點讚。蘋果公司 CEO 庫克
表示，對於蘋果為何選擇中國，並
非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實際上中
國擁有最好的最成熟的製造技術，
這是一個技術、技能非常非常高的
國家。」同時中國正從勞動密集型
的製造業大國邁向現代技術的應用
大國。他強調，其他外國投資者可
能會很關注中國的市場，但對蘋果
公司來說，中國最大的吸引力是人
才的質量。

■開幕式前，汪洋和前來參加論壇的外國政要及中外企業家代表合影。
中新社

「薩德」
未
「封印」 中韓關係仍如履薄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正當朝鮮半島局勢劍
拔弩張之際，中國外交
部昨日宣佈，應國家主
席習近平邀請，韓國總
統文在寅將於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對中國進行
國事訪問。這無疑為過
去一年多來持續緊張的中韓關係，以及目
前陰雲密佈的半島局勢帶來曙光。
去年以來，由於美韓執意在韓部署「薩
德」系統，中韓關係持續降溫，不僅政治
和外交關係墜落冰點，經貿、旅遊和文化
交流等也飽受衝擊。

行是因為便利，移動支付可以避免假
鈔，小商販不需要找零，也不需要
POS機那麼麻煩，每一個人的二維碼
都可以成為一個先進的POS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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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深情回憶
「廣州時光」
廣東
* & 是眾汪所洋周從知政 ，
生涯中
重要的一站。他在致辭中為賓客介紹
*
「中國南大門」時，也深情地回憶起

中國無現金支付成焦點

汪洋又指出，中國過去的發展得益
於開放，今後走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
之路，更需要擴大開放。中國發展階段
和發展方式在變，但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的發展政策不會變，准入前國民待遇加
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已經在全國推
開，設立外資企業的時間由過去的一個
月已經縮短到三天左右。

隨着韓國新一屆政府的上台，今年 10
月，因「薩德」入韓引發的中韓矛盾終於
迎來「破冰」。韓國新任外長康京和 10
月 30 日接受韓國國會質詢時公開作出
「三不承諾」（即韓美日安全合作不會發
展成軍事同盟，韓國政府不考慮追加部署
「薩德」反導系統，韓國政府不參與美國
構築的導彈防禦系統）。隨後，中韓外交
部門同時對外發佈溝通結果，明確表示在
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不針對第三國，
即不損害中方戰略安全利益。
11 月 1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越南峴
港會見文在寅。文在寅重申，韓方重視中

方在「薩德」問題上的關切，無意損害中
國的戰略安全利益。11 月 13 日，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在菲律賓馬尼拉會見文在寅。
李克強表示，希望韓方繼續作出切實努
力，為中韓關係發展掃清障礙，確保中韓
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平穩健康發展。11 月
22 日，康京和訪華與中國外長王毅會談，
為文在寅訪華鋪路。
目前，美韓正在朝鮮半島上空舉行年
度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此前，朝鮮宣
佈成功發射了「火星-15」型導彈。朝鮮
方面警告，美韓軍演將當前一觸即發的
半島局勢推向爆發邊緣。文在寅的訪華

將進一步推動中韓關係早日重回正軌，
同時也為緩解不斷緊繃的半島局勢提供
了新的希望。
目前雖然中韓關係改善趨勢明顯，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薩德」問題遠未如韓國
政府所言那樣已經「封印」，中韓關係目
前仍如履薄冰。一次國事訪問，並不可
以一勞永逸，解決中韓間所有的問題。
相信在即將舉行的中韓元首會談中，
「薩德」問題仍將是雙方繞不開的
「痛」。中國還得密切關注韓方可有實
際行動，恪守
/
「三不承諾」。




《吉林日報》全版介紹防核
官方：正常國防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出版的《吉林日報》用
整版的篇幅介紹核武器常識及其防護，引發關
注。對此，《吉林日報》表示，這一專刊是吉
林省人民防空辦公室提供的內容，為正常的國
防教育，外界不應關聯現階段的半島局勢，進
行過度解讀。
據了解，《吉林日報》刊發的整版實為「公
益廣告版」，其內容主題部分題為《核武器常
識及其防護》，並配有《清除放射性污染》等
漫畫，同時配發一則題為《戰時空襲與平時災
害有哪些共同點》的相關文章。全部內容確由
吉林省人民防空辦公室提供，所刊載內容是
「常識性小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