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強調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習近平昨
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
調，要加強黨中央對外事工作的集中統
一領導，準確把握當前國際形勢發展變
化，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努力開創中
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為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克強，國
家副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委員王

岐山出席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會議。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黨的十八大以

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積極推
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完善和深化全
方位外交佈局，倡導和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深入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和建設，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加強黨對外事工作的集中統一
領導，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
路，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不確定不穩定

因素增多，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並存。我們要準確把握國際形勢變化的
規律，既認清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又
看到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風險挑戰，未雨
綢繆、妥善應對，切實做好工作。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要深化外交佈局，落
實重大外交活動規劃，增強風險意識，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習近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我

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
平台。幾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理
念到行動，發展成為實實在在的國際合
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要抓好首
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
的落實，凝聚各方共識，規劃合作願

景，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同各國的溝
通、協商、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走深走實、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各國
人民。

從全局高度配置各地資源
習近平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黨和

國家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
動對外交往合作、促進地方改革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
員會集中統一領導下，統籌做好地方
外事工作，從全局高度集中調度、合
理配置各地資源，有目標、有步驟推
進相關工作。

習近平強調，做好新形勢下外事工
作，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要發揮決策議
事協調作用，推動外交理論和實踐創
新，為外事工作不斷開創新局面提供有
力指導。要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
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能力，推
進對外工作體制機制改革，加強外事工
作隊伍建設，抓好重點工作的推進、檢
查、督辦，確保黨中央對外決策部署落
到實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工作規則》等文件。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

有關領導同志、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習近平：中國開放新措將盡快落地
晤潘基文重申支持多邊主義 有信心在開放環境贏得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聯播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

堂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潘基文時強調，當前國際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新

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習近平又指自己在今年論壇年會上宣佈了中國自主擴大開放新一

輪舉措。這些舉措將盡快落地，為亞洲和世界帶來更大發展機遇。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

需要作出正確抉擇。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在開放的環境中

適應開放，在開放的環境中贏得發展。

內地工業增速達7% 反彈幅度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

顯示，4月內地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超預期回升至7%，增速比3月
加快1個百分點，顯示隨着開工旺季到來，工業生產明顯加速，但
當月投資和消費均不及預期，其中投資增速降至近20年最低，消費
增長速度亦為年內最低水平。專家表示，經濟指標的小波動無礙中
國經濟平穩增長的主基調，二季度經濟穩中向好態勢不變。
從環比看，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月增長0.61%，增速比3

月回升0.28個百分點，為2017年下半年以來最高。在4月超預期回
升的帶動下，1月至4月累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9%，高出一
季度0.1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江源指出，4月份工業生產增長加
快，有部分主導產品市場需求回升、企業開工率上升的積極因素，
也有錯峰生產調整的因素，工業生產總體保持穩中向好態勢。
在工業生產加快的同時，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9.4%，
低於預期且為年內最低水平。1月至4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7%，創下1999年以來最低。

總體經濟保持穩中向好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4月份主
要經濟指標運行平穩，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質量效益進一步提
升，總體經濟保持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短期來看，中美貿易磋
商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分析指出，從4月總體經
濟數據看，中國經濟平穩的基調不會改變。從需求端看，除了外
需較好，內需明顯不如預期，包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明顯
回落，跌到10%以下，投資方面房地產投資相對平穩，基礎設施
投資有所回落，需求端回落的壓力比較明顯，預示經濟下行壓力
仍在。
海通證券宏觀分析師姜超亦指出，地產投資持續高增長是當前工
業經濟改善的主因，但4月地產銷量增速下滑轉負、社會融資總額
增速也再創新低，兩大領先指標均處下行通道，意味着下半年經濟
仍然存在下行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4 月末內地商品房待售面積
56,687萬平方米，比3月末減少
642萬平方米，同比下降16%。
同時，商品房銷售增速繼續放
緩，1月至4月，商品房銷售面
積42,19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1.3%，增速比1月至3月回落2.3
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36,222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
9.0%，增速回落1.4個百分點。

東部銷售負增長擴大
值得關注的是，東部地區商品

房銷售負增長繼續擴大，1月至4
月，東部地區商品房銷售面積同
比下降9.4%，降幅比1月至3月
擴大2.1個百分點；銷售額下降
1.5%，降幅擴大0.6個百分點。
中、西、東北地區商品房銷售面
積同比增速分別達到 13.1%、
9.3%和2.1%，增速均出現回落。
不過，房地產投資增速繼續保

持兩位數增長。數據顯示，1月
至 4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30,592 億元，同比名義增長
10.3%。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劉愛華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
個增速比一季度略微下降0.1個百
分點，應該講這個波動很正常，
不影響對房地產投資總體平穩運
行走勢的判斷。從目前情況看，
經過房地產的持續調控，在因城
施策、因地制宜調控政策的作用
下，房地產領域總體平穩。

商品房銷售增速續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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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就印錯中國地圖致歉
外交部：將聽其言觀其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有關朝鮮勞動黨
友好參觀團訪華一事答問時說，參觀團將促進兩
黨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陸慷介紹說，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邀請，朝

鮮勞動黨友好參觀團前日開始對中國進行友好訪
問。此訪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和金正恩委員長重
要共識的具體舉措。陸慷說，據我了解，參觀團
將參觀了解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成就，
促進兩黨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GAP集團
就某款T恤所印不完整中國地圖發表聲明致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我們將繼續聽其言，觀其行。
有記者提問，GAP公司已經就某款T恤所印

不完整中國地圖向中方道歉。你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政府是否曾對GAP公司表達不滿，或者
GAP僅僅是對中國消費者要求作出回應？
陸慷表示，我注意到，據報道，GAP集團已

經就此發表聲明致歉，表示該集團尊重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正進行內部檢查，將盡快糾正有
關錯誤。聲明還說，該集團嚴格遵守中國法律法
規，以後會嚴格審查，防止類似失誤再次發生。
「我們已經注意到了這個聲明，我們將繼續聽

其言，觀其行。」陸慷說。

習近平在與潘基文會面時重申，
我們將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維

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
濟，致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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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經貿是中美關係「壓艙石」
與此同時，第十輪中美工商領袖和

前高官對話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會見出席的美方代表
時表示，中美關係自建交以來雖歷經
風雨但始終向前。平等互利的經貿關
係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其本質
是合作共贏。良好的經貿關係符合中
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雙方要加深了
解，增加信任，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存
在的分歧。中國將進一步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不斷改善貿易投資環境，
持續釋放市場魅力。希望中美工商領
袖和智庫專家凝聚共識，共同推動中
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美方代表表示，良好的美中經貿關

係有助於兩國和世界經濟穩定發展。
美國工商界將繼續推動雙方各層面溝
通交流，通過協商對話尋求共贏的解
決方案。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華盛頓當地時

間14日發表聲明說，該機構將於15
日至17日就美方對500億美元中國商
品加徵關稅的建議舉行公共聽證會。
美國主要商界團體近日紛紛提交書面
意見，強烈反對美國政府單邊執行對
華關稅計劃，警告加徵關稅將損害美
國製造商、出口商和消費者利益。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

查」結果，於4月3日建議對來自中
國的價值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

25%關稅，主要涉及信息和通信技
術、航天航空、機械人、醫藥、機械
等行業。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最新公佈

的聽證會日程，來自美中商界、律
所、智庫、行業協會等領域的120多
名代表將出席聽證會並陳述意見。

關稅成本將轉嫁消費者
美國聯邦政府法規網站的信息顯

示，截至5月1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已收到2,700多份有關對華關稅
建議的書面意見，其中絕大多數都反
對美國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美國主要商界團體在書面意見中警
告加徵關稅對美國經濟和企業弊大於
利。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書面意見
中表示，單邊關稅措施不僅不能解決
美中貿易問題，反而會對美國企業和
消費者造成實際的經濟損害。美國全
國對外貿易理事會也認為，加徵關稅
將損害美國製造商、服務提供商和消
費者利益。
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在書面意見

中表示，對華關稅建議清單將直接影
響美國消費者購買電視機、顯示器等
家電產品，關稅帶來的成本上升會傳
導給零售商，並最終轉嫁給消費者。

朝鮮勞動黨參觀團訪華
了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就

■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潘基文。 新華社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4月初建議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加徵25%關稅，主
要涉及航天航空、機械人、醫藥等行業。圖為中信重工開誠智能裝備有限公
司員工正在組裝防爆消防滅火偵察機械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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