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趨向升級的
外部環境，哈增友在昨日國

家發改委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
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在應對風險
挑戰中走過來，就業也是一樣。

用工規模續升 失業金儲備足
哈增友說，當前，中國有三方

面有利條件：一是內需潛力大，
應對就業衝擊有空間。近年來，
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就業能力不斷
增強，用工規模逐年上升。以
2017年為例，GDP每增長一個
點，即可帶動城鎮新增就業196
萬人，較2012年增加34萬人。
他續稱，當前經濟增量主要是
通過擴內需來實現的。因此，只
要靈活應對，適時調整宏觀政
策，加力加效擴大國內消費和投
資需求，中國就有希望化解貿易
摩擦對就業的衝擊。
穩就業的第二個有利條件是勞
動力需求旺，轉崗就業有機會。
「2012-2017年，中國勞動年齡
人口累計減少2,300多萬人，用
工需求比較旺盛。同時第三產業
年均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維持在
1,500萬人左右，而且近年來家
政、養老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發展
很快，其就業容量比較大，企業
職工轉崗就業機會較多。」
哈增友續說，第三個有利條件
是資金儲備足，應對衝擊有能
力。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失業
保險基金累計結餘超過5,600億
元人民幣，這對解決因貿易摩擦
可能受影響職工的就業和生活有
一定保障。

重點企業人群 加強援企穩崗
談及如何保障可能受貿易摩擦

衝擊群體的就業問題，哈增友表
示，針對重點企業，將加大援企
穩崗的力度。一是進一步降低企
業的用工成本；二是對符合產業
升級方向、產品技術較為先進，
但受經貿摩擦影響遇到暫時困
難，同時又採取措施，不減員、
少裁員的企業，繼續實施援企穩
崗護航活動。
「針對重點人群，在採取綜合
性措施的同時，重點強化失業風
險應對。」哈增友說，要充分利
用就業補助資金，托底安置就業
困難人員和零就業家庭就業。
哈增友強調，下一步發改委將

把穩定就業作為首要任務，加快
推動各項政策措施落實落地。圍
繞應對經貿摩擦，發改委還將提
高監測預警能力，加強對重點地
區、重點行業、重點人群就業失
業的形勢監測分析，及時完善政
策儲備，確保重點企業、重點人
群在經貿摩擦中盡量少受影響，
確保就業形勢穩定。

發改委四舉措 力保就業穩定
此外，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

人孟瑋昨日表示，下一步，發
改委將從四方面着力，確保就
業形勢總體穩定：繼續加力加
效，不斷完善促進就業政策體
系；瞄準未來就業領域發展潛
力，推動數字經濟等新動能快
速發展；聚焦重點領域、關鍵
短板，廣泛開展「政銀企」合
作，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
響力的特色優勢產業集群；加
大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力度，
加強公共實訓基地建設，提高
職業技能培訓實訓能力，緩解
結構性就業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貿易摩擦對經

濟帶來的負面效應，會否經由企業轉變為對相關人群就

業的影響？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巡視員哈增友昨日在北京

回應表示，中國內需潛力大、勞動力需求旺、資金儲備

足，因此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有條件妥善應

對危機，保障就業穩定。哈增友還透露，圍繞應對中美

貿易摩擦，發改委將提高監測預警能力，加強對重點地

區、重點行業、重點人群就業失業形勢監測分析，及時

完善政策儲備，確保他們在中美經貿摩擦中盡量少受影

響，確保就業形勢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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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能力有條件穩就業中國有能力有條件穩就業
發改委：內需大用工旺助抗貿戰 將加強失業監測減影響

發展實體經濟 創造高質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正在
加速建立健全全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
機制，以及時解決外國投資者遇到的問
題。中國商務部25日發佈消息稱，日前北
京舉行的2018年全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機
構工作會對建立健全這一機制進行了部
署。

營造良好投資環境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多、國際吸引外資
競爭日趨激烈背景下，目前中國吸引外資面
臨較大壓力。據官方數據，2018年上半年中
國吸收外資額 4,462.9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1%；6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
1,007億元，同比微增0.3%。
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
文稱，開展外企投訴工作的方向是採取各種
切實有效措施努力營造良好投資環境，要
「高度重視」這項工作。
他表示，及時協調解決外國投資者反映的

問題，一方面有利於讓外國投資者了解到中
國改善營商環境的決心，讓更多的外國投資
者願意來、方便進、留得住、經營好、有錢
賺，形成「以商招商」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另一方面有利於中國各級政府與外國投資者
之間加強溝通、增進理解，降低國際投資爭

端風險。
此前，中國已推出一系列擴大開放、改善
營商環境的措施，包括出台新版適用於全國
和自貿試驗區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大
幅放寬市場准入；實施外企備案管理新規，
簡化在華外企設立程序等。

大力發展平台經濟、眾包經
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

鼓勵製造企業發展服務型製
造，不斷延伸產業鏈條

依託互聯網、大數據平台，加
速創新創業資源開放與共享

加大創業擔保貸款實施力度，
加快小微企業雙創基地建設

做強做優創業孵化平台，激發
各類群體雙創活力

促進服務外包加快轉型升級，
創造更多外向型就業崗位

對產品技術先進但受國內外因
素影響遇到困難的企業，實施
援企穩崗護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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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吸外資 健全外企投訴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國
家發改委多名負責人昨日就日前17部門聯合發
佈的《關於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積極穩定和促進就
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進行了深
入解析。意見指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經
濟發展最基本的支撐。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受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國際國內不確定不穩定因素
影響，結構性就業矛盾依然存在。為此要大力發
展實體經濟，着力穩定和促進就業。

守住就業底線 人心定國家安
談及文件出台背景，發改委就業司巡視員哈增

友表示，近期持續升級的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
發展，特別是就業穩定帶來了一些不確定影響。妥
善應對中美經貿摩擦最根本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這其中首要的就是確保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並且盡可能鞏固和擴大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這裡
面最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就業底線。因為只有「就業
穩」，老百姓才能心定、家寧、國安。作為將近
14億人口大國，我們絕不允許出現失業風險。
意見指出，在做大做強新動能中，創造更多適

合高校畢業生和高技能人才的高質量就業崗位。
創建一批數字人才培養示範機構。此外，發展壯
大外向型產業集群，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引導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確保外貿領域就業穩定，全
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創
造更多外向型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美國
時間25日是美國高通公司收購全球最大的製
造商之一——恩智浦半導體的最後期限，中
國是否能向高通開出綠燈？在北京，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問
詢表示，高通和恩智浦都是全球知名的半導
體企業，高通收購恩智浦的交易將對全球半
導體產業產生深遠影響，中方有關部門正在

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依法對高通公司收購恩
智浦半導體公司的股權案進行審查。

有關部門與高通保持溝通
「在審查過程中，中國的有關部門與高通
公司始終保持着良好的溝通。」耿爽說。
高通於2016年10月對恩智浦半導體發出收

購邀約。收購恩智浦對高通來說十分重要，

後者正在尋求用戶群的多樣化，並日漸成為
快速發展之汽車市場上的領先芯片供應商。
這筆交易需要獲得9個國家或地區的反壟斷批
准，中國監管機構是唯一一家還未給予批准
的。
如果高通得不到中國監管部門的審批，按

照此前約定，該交易將終止，高通將為此付
出20億美元的解約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爾街日
報》報道，蘋果公司（Apple）
主力產品iPhone大多在中國組
裝，中美貿易戰若攤牌，美國加
徵的關稅恐傷到蘋果，蘋果在中
國的龐大事業也可能遭到衝擊。
報道稱，智能手機雖不在美

方加徵關稅的貨品清單上，但
貿易專家指出，特朗普上周揚
言對總值5,000億美元中國貨品
加徵關稅，幾乎涵蓋中國輸往
美國的所有貨品，iPhone恐無
法倖免。根據國際貿易中心數
據，美國去年從中國進口約450
億美元的手機。中國每年從美
國進口約1,300億美元貨品，華
府若不斷加碼徵稅，北京很難
在關稅上以牙還牙，但可以對
美國企業採取懲罰措施。貿易
專家認為，iPhone在中國智能
手機市場有9%佔有率，蘋果可
能因此遭到衝擊。

成本大增 恐轉嫁給消費者
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中

國事務專家杜大偉表示，蘋果
應該會感到很焦慮。
中國目前對製造業課徵的

16% 增 值 稅 ， 已 影 響 到
iPhone。由於蘋果未分散製
造，若面臨智能手機關稅，蘋
果比競爭對手更容易受衝擊。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蘋果
近年有意在越南等地組裝
iPhone，但發現廠房與訓練成
本太高，最後維持在中國組裝
再出口的做法。
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估

計，美國若對中國製造的
iPhone X加徵10%關稅，原本
368美元的進口成本，將因此膨
脹約 37美元。蘋果若無意吸
收這款售價999美元起跳的手機
增加的成本，恐轉嫁給零售商
和消費者。
但報道指出，特朗普加徵關

稅若導致iPhone變貴，可能觸
怒美國消費者，也恐和承諾未
來5年對美國經濟貢獻3,500億
美元的蘋果作對。

中方回應高通收購案：正按反壟斷法審查

■■國家發改委指國家發改委指，，中國有信心中國有信心、、有有
底氣底氣、、有能力有能力、、有條件保障就業穩有條件保障就業穩
定定。。圖為內蒙古一招聘會上圖為內蒙古一招聘會上，，大學大學
生們圍在用工單位工作人員桌前生們圍在用工單位工作人員桌前，，
接受初步面試接受初步面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貿易專家認為貿易專家認為，，蘋果若遭到關稅衝擊蘋果若遭到關稅衝擊，，iPhoneiPhone的製造成本增加的製造成本增加
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圖為蘋果在中國的代工生產線圖為蘋果在中國的代工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正在加速中國正在加速
建立健全全國外建立健全全國外
商投資企業投訴商投資企業投訴
工作機制工作機制，，以及以及
時解決外國投資時解決外國投資
者遇到的問題者遇到的問題。。
圖為中外企業代圖為中外企業代
表在中國國際中表在中國國際中
小企業博覽會上小企業博覽會上
洽談洽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將創造更多適合高校畢業生和高技能人才
的高質量就業崗位。圖為技術人員在調試多旋翼
無人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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