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
客戶端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介
紹，李克強總理將赴日出席第
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訪問
日本。此訪也是中國總理時隔
8年正式訪日。訪問期間，李
克強總理將同安倍晉三首相舉
行會談，會見明仁天皇，同日
本朝野政黨及各界人士進行廣
泛接觸。
華春瑩介紹，中日韓合作

是東亞合作重要組成部分。
合作啟動19年來，建立了以
領導人會議為核心，21個部
長級會議和70多個工作層磋
商為支撐的全方位合作體
系，成立了中日韓合作秘書
處。三國在經貿、財金、交
通、文化、教育、環境衛生
和災害管理等領域的交流與
合作成果豐碩，簽署了《中
日韓投資協定》，舉行了13
輪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2017年三國間貿易額近6,700
億美元，人員往來超過2,800
萬人次。
華春瑩表示，第七次中日韓

領導人會議將於5月9日上午
舉行，李克強總理、安倍晉三
首相和文在寅總統將出席領導
人會議，會後共見記者，出席
中日韓工商峰會開幕式並致
辭。明年將迎來中日韓合作啟
動20周年，相信此次領導人
會議將為中日韓合作打開新局
面，為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
榮作出新貢獻。
華春瑩介紹，今年是中日和

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兩
國關係面臨改善發展的重要契
機。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
關係呈現改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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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企業開辦和工程項目審批時間减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採取措施將企業開辦時間和
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壓減一半以上，
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通過《人力資源
市場暫行條例（草案）》。
會議指出，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部署和《政府工作報告》任務，深化
「放管服」改革，解決營商環境中存
在的企業開辦和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效
率低、環節多、時間長等問題，有利

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發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活力。會議確定，進一步
簡化企業從設立到具備一般性經營條
件的辦理環節。一是推行企業登記全
程電子化，除特別規定外，對企業名
稱不再實行預先核准。二是將公章刻
製備案納入「多證合一」事項，申請
人可自選公章製作單位。三是對已領
取加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營業執照的
企業，不再單獨進行稅務登記、不再
單獨核發社保登記證，壓縮發票申領

和參保登記時間。今年各直轄市、計
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要
將企業開辦時間壓縮一半以上，由目
前平均20多個工作日減至8.5個工作
日，其他地方也要積極壓減企業開辦
時間，明年上半年在全國實現上述目
標。

通過人力資源市場條例
會議同時確定，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慶、瀋陽、大連、南京、廈

門、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貴
陽、渭南、延安和浙江省等16個地區
開展試點，改革精簡房屋建築、城市
基礎設施等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全過程
和所有類型審批事項，推動流程優化
和標準化。實行「一張藍圖」明確項
目建設條件、「一個系統」受理審批
督辦、「一個窗口」提供綜合服務、
「一張表單」整合申報材料、「一套
機制」規範審批運行。今年在試點地
區實現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壓縮一

半以上，由目前平均200多個工作日
減至120個工作日，明年上半年在全
國實現這一目標，推動政府職能轉向
減審批、強監管、優服務，促進市場
公平競爭。
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

市場，更好服務就業創業和高質量發展，
會議通過《人力資源市場暫行條例（草
案）》。草案突出規範人力資源市場活動，
促進人力資源自由有序流動，細化了就業
促進等規定，明確了市場監管措施。

美財長今率團訪華展開經貿磋商
與劉鶴交換意見 專家料「邊打邊談」

華春瑩：中多建交光明正大 扯不上誘迫和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美國總統特使、財政部長姆努欽

今日率美方代表團訪華，與中國政府

高級官員展開為期2天的經貿磋商。據

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與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交換

意見。中美貿易摩擦歷經一個多月的對峙之後，終於開始了第一次

磋商對話。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的學者對中美很快達成協議不樂

觀，未來一段時間，中美仍將「邊打邊談」。中方會拿出談判誠

意，提出一些新開放措施，但底線不會讓步。美方亦需拿出誠意，

對話才會有成果。中國外交部亦表示，通過磋商解決分歧符合中美

兩國利益，但指望一次磋商來解決所有問題並不現實。

此次美方組成了包括美國駐華大使布
蘭斯塔德、財長姆努欽、商務部長

羅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國家經濟委
員會主任庫德洛、總統貿易顧問納瓦羅
和總統貿易副顧問埃森斯塔特的豪華談
判團隊。代表團團長姆努欽日前接受訪
問時表示，在北京與中方進行貿易對話
時，美方將提出貿易不均衡、知識產
權、聯合科技和合資企業的問題。

指望一次磋商解決問題不現實
在昨日下午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外媒記者有關此次會
談能否取得突破的問題時表示，通過磋商
解決分歧符合兩國利益，但指望一次磋商
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不現實的。
華春瑩說，一段時期以來，我們也多
次表明了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當中一些
問題的看法。中美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和
第二大經濟體，通過磋商去妥善解決分
歧，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的大局，無
疑是符合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也是世
界各國的共同期待，對於世界經濟的復
甦和穩定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華春瑩同時表示，考慮到中美經濟的
體量和關係的複雜性，指望一次磋商來
解決所有問題，可能不那麼現實。「但
是我們相信只要美方抱着維護中美經貿

關係穩定大局的誠意而來，抱着相互尊
重、平等磋商、互利共贏的態度而來，
那麼雙方的磋商就是有建設性的。」

專家：談判預計艱難曲折
有分析指，本次美國談判團隊以對華

鷹派佔據主導，談判預計會很艱難和曲
折。其中，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總統貿
易顧問納瓦羅是對華「301」調查的主
要推動者，財長姆努欽則是態度溫和的
鷹派，傾向於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預
料在團隊中起平衡協調的作用。
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

認為，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方表現出不
一致的立場，一方面特朗普不斷向中國施
壓，一方面又主動派出高級別團隊訪問中
國進行談判對話，但同時代表團成員均對
華強硬，因此這次中美磋商，主要還是雙
方試探摸索底線，可能談得「火氣很大」，
很難馬上達成實質成果。
屠新泉認為，為表達對話誠意，中方
可能拿出更多開放舉措，包括購買更多
美國商品、下調進口汽車關稅、放寬進
口電影配額等。但中國政府開出的條件
是有底線的，中國不會接受對美消減千
億美元赤字、通過人民幣升值促進美國
出口等條件。同樣，美方亦需帶上誠意
來對話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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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
首席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周二表示，
在本周與中國政府所舉行的貿易會談當
中，他並不打算協商改變中國由政府所
推動的經濟體制，而是希望中國進一步
開放外資競爭。
萊特希澤對美國商會表示，他把周四
和周五與中國高官進行的會談，視為中
美雙方更好地管理貿易分歧的長期學習
過程的起點。
「我的目標並非改變中國的體制，」
萊特希澤指出，「這看來對他們是有效
的……但我必須讓美國可以做生意，而
不會成為這種體制的犧牲品，這就是我
們所扮演的角色。」

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前往中
國進行貿易談判前向CNBC稱，對於可能
達成協議來解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
間貿易緊張關係，他抱有「一些希望」。
羅斯也表示，最終決定將由特朗普說了算。
羅斯在CNBC的採訪中沒有透露特朗

普政府對中國的具體要求，但表示：
「關於我們需要提出什麼，我們有非常
明確的想法。」
特朗普政府官員之前要求將美國對中

國的3,750億美元貿易逆差減少1,000億
美元，並要求中國降低進口汽車關稅並
向美國擴大市場准入。
「不會有一切事情在北京突然都得到

解決的驚人消息。」羅斯說道。

路透社：
美方對談判抱有「一些希望」

■劉鶴將與美方代表團就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交換意見。圖為劉鶴於今年1月
24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京表示，中國和多
米尼加建立外交關係理所當然，天經地
義，光明正大，扯不上什麼誘迫和交易。
在當天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台灣方面宣稱，大陸以巨額金援誘迫
多米尼加同台「斷交」，請問發言人有何
評論？
對此，華春瑩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多米尼加同台灣斷絕所
謂「外交關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交，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
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理所
當然，天經地義，光明正大，扯不上什
麼誘迫和交易。
華春瑩表示，中多建交只有一個前提，

就是多方承認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在中
多建交聯合公報和多方公開表態中，多米
尼加政府申明了這一立場，中多建交水到
渠成。
「我們相信，中多建交必將為兩國各領

域友好合作開闢廣闊前景。中多建交再次
印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
共識，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華春瑩
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凱雷 北
京報道）4月22日夜，朝鮮黃海北道發生
一起嚴重交通事故，導致32名中國遊客
和4名朝方工作人員遇難，2名中國遊客
重傷。最近一些海外媒體無端臆測所謂
訪問團名單云云，多家韓媒甚至稱，毛
新宇將軍亦在名單中。香港文匯報記者
多方查證，所謂知名人士遇難者名單皆
是謠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證，毛新宇將軍近

期一直在北京，更未參加朝鮮旅行團，
一直在京正常上班做課題研究，「五
一」假期亦在北京，昨天一早亦如常上
班。
車禍發生後的次日即4月23日，朝鮮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即赴中國駐朝鮮大使
館和醫院看望4．22重大交通事故受傷人
員，並向中方人員表達慰問。據了解，
該團是一個普通旅行團，遇難者中最大
的76歲，最小的才6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昨日在北京宣佈其理事會已批
准2個意向成員加入，成員總數增至86個。
這一輪包括域內成員巴布亞新幾內亞和域外
成員肯尼亞。
「歡迎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肯尼亞加入

亞投行。」亞投行副行長兼秘書長丹尼·
亞歷山大表示，非常高興看到亞投行有
來自六大洲的86個成員，這表明通過高
標準治理和有秩序的多邊合作，大家對
共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作出了堅定承

諾。
據了解，這2個意向成員加入獲批後，

還需走完國內法定程序並將首筆資本金
繳存銀行後，才能成為正式成員。這些
意向成員的股份將從亞投行尚未分配的
預留股份中獲得。
從2016年1月亞投行成立時有57個成

員簽署亞投行協議加入至今，亞投行已
於2017年3月、5月、6月、12月批准了
27個意向成員加入。亞投行表示，今後
繼續歡迎新的成員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昨日從中國大洋協會了解到，中國
大洋49航次近日結束第三航段科考任
務，第三航段期間在西南印度洋我國
多金屬硫化物勘探合同區內發現一處
獨立硫化物礦化區，並發現兩處硫化
物礦化異常區、兩處水體異常區。
據大洋49航次第三航段首席科學
家鄧顯明介紹，本航段通過深海電
視抓斗取樣查證，在合同區的一個
區塊內採集到少量熱液產物。鄧顯
明說，現場分析測試結果表明，樣
品內部以黃鐵礦為主，外部大都已
經氧化為褐鐵礦，該區域位於龍旂

礦化區以東15公里處，基本可以判
斷為一處獨立硫化物礦化區。
科考隊員在第三航段首次進行了

單拖體瞬變電磁儀試驗和應用。鄧
顯明說，在測線偏移精度控制、離
底探測高度和海上施工及探測效率
方面，單拖體瞬變電磁儀較雙拖體
瞬變電磁儀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將
成為硫化物資源勘探的有力裝備。
另據介紹，「潛龍二號」無人無纜

潛水器在本航段進行了4個潛次的作
業，水下工作時間共116.5小時，最
大下潛深度3,804米，已初步具備業
務化運行能力。

中國科考隊西南印度洋發現硫化物礦區

■4月28日，「潛龍三號」完成南海航段最後一潛，科考隊
員將其回收至母船。 網上圖片

毛新宇如常上班
赴朝旅遊純屬謠言

亞投行「朋友圈」再添兩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