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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有序推開
「證照分離」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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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在全國有序推開「證照
分離」改革，持續解決「准入不准營」
問題；決定再壓減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
三分之一以上並簡化審批，為市場主體
減負；聽取清理證明事項工作進展匯
報，要求加大力度消除群眾辦事煩憂。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
署，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向全國有序推開已在上海
自貿區等試點的「證照分離」改革，
破解「准入不准營」難題，有利於優
化營商環境，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增強

發展動力。

簡化審批 為市場主體減負
會議決定，按照該放給市場的放足放
到位、該政府管的管好管到位的要求，
從今年 11 月 10 日起，在全國對第一批
上百項涉企行政審批事項推進「照後減
證」，對不必要設定審批、市場機制能
夠有效調節、可由行業自律管理的事項
直接取消審批或改為備案，並加強市場
經營過程的監管；對目前不能取消審
批、但通過事中事後監管能夠糾正不符
合審批條件行為的審批事項實行告知承
諾制，由市場主體作出承諾、達到審批

條件即可獲批經營，發現與承諾不符的
依法撤銷審批決定並從重處罰；對涉及
公眾健康和安全等不宜採取告知承諾方
式的審批事項，要優化准入服務，分門
別類減少申報材料和環節、壓縮審批時
限、提高透明度，為創業創新主體進入
市場消除障礙。會議強調，推進「證照
分離」改革，在放寬准入的同時要把更
多力量放到創新和強化事中事後監管
上，加強公正監管。
會議決定，在確保質量安全、公正監
管的前提下，進一步壓減工業產品生產
許可證並簡化審批程序。一是再取消14
類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使實施生產許

可證管理的產品類別進一步從 38 類減
至 24 類。對取消許可的一些涉及公眾
健康和安全、環境保護等產品，可轉為
強制性認證，列出正面清單並向社會公
示，強制性認證費用原則上由財政負
擔。採取支持措施，鼓勵企業開展自願
認證，推動樹立品牌、拓展市場。二是
對保留的生產許可證簡化審批程序。將
發證機關組織的發證前產品檢驗改由企
業在申請時提交符合要求的產品檢驗合
格報告。對除危險化學品外的省級發證
產品實行現場審查後置，企業提交相關
材料並作出質量安全承諾後即可領取許
可證。三是推行「一企一證」，對一家

企業生產不同類別產品的只發一張許可
證。會議要求，要落實監管責任，強化
證後監管，推動「中國製造」提質升
級。
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在前期
清理證明事項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礎上，把
索要證明的單位作為下一步清理工作重
點，從源頭上減少證明事項。群眾辦事
時，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不得索要證明，
對確需在法律法規規定外提交的證明要由
索要單位列出清單並經司法行政部門核
准。對必須提交的證明事項推廣告知承
諾制。堅決糾正任意索要證明等問題。
切實解決群眾辦事的難點和「痛點」。

韓正：與東盟加強國際產能合作
六倡議促中國－東盟深入對接 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兵 南寧報道）第十五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昨
日上午在廣西南寧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中
國歡迎東盟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願同東盟
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打造融合度
更深、帶動力更強、受益面更廣的產業鏈、價值鏈、
物流鏈。

■南寧國際會展中心外景
南寧國際會展中心外景。
。 中新社

台灣「黑科技」亮相東博會
全球首款讓
人「秒睡」的
睡眠撲滿器、
外形猶如《星球大戰》武器「死
星」的全球首款透明球體機殼、
靈巧輕薄的紙相機……已連續 7
年參加東博會的台灣精品展今年
再度攜台灣最新「黑科技」亮相
本屆東博會。其中有 60 件獲得
「台灣精品獎」的名優產品，都
是首次在廣西亮相。
「OPro9 尿濕感知器主體是一
個帶有溫度、濕度感知芯片的傳
感器，嵌在可黏貼的魔術貼中，
通過藍牙與手機 App 相連後，在

*(

■韓正在第 15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第 15 屆中國－東盟商務與
投資峰會開幕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東博會秘書處供圖
15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
昨日上午，伴隨着韓正宣佈第
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以「吐絲織錦，化繭成
蝶」為主題的本屆博覽會在彩蝶飛舞中拉開序幕。

15年互利合作碩果纍纍

「 紙 可 拍 」相 機

韓正在大會主旨發言中指出，中國和東盟山水相連，是好鄰
居、好朋友、好夥伴。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 15 年，
是友誼之樹根深葉茂、互利合作碩果纍纍的 15 年。特別是「一
帶一路」倡議提出 5 年來，雙方戰略合作日益緊密，開放合作全
面深化，人文合作蓬勃發展，在攜手構建理念共通、繁榮共享、
責任共擔的命運共同體道路上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成為亞太區
域合作中最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範。
韓正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40 年來，中國堅持
改革開放不動搖，打開國門搞建設，推動國家面貌和人民生活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
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將為包括東盟在內的世
界各國帶來新的更大機遇，中國歡迎東盟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發展
的快車，願同東盟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韓正表示，中國和東盟正在攜手邁入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新
時代。中國願與東盟一道打造更高水平的戰略夥伴關係，邁向更
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重量僅 100 克左
右，如同一張卡片
一樣的「紙可拍」
相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 攝

尿濕感知器
「智能育兒」尿
濕感知器在手機上
就能隨時監控寶寶
的尿不濕。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 攝

培訓人才開展技術交流
他提出六點倡議：一是加強戰略對接，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同東盟共同體建設深入對接，同時與東盟各國的發展戰略和規劃
有機銜接，共同落實好以政治安全、經貿、人文交流三大支柱為
主線、多領域合作為支撐的「3+X合作框架」，推動雙方關係提
質升級。
二是促進貿易和投資合作，充分發揮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
國－東盟博覽會等平台的作用，擴大從東盟國家進口，繼續鼓勵
中國企業擴大對東盟國家投資，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
版全面生效。
三是加強國際產能合作，落實好《中國－東盟產能合作聯合聲
明》，打造融合度更深、帶動力更強、受益面更廣的產業鏈、價
值鏈、物流鏈。
四是推進互聯互通合作，加快中老鐵路、印尼雅萬鐵路、中泰
鐵路、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及其南向通道等項
目建設。
五是深化創新合作，着力構建區域技術轉移協作網絡，促進技
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大力開展科技人才培訓、技術交流。
六是密切人文交流合作，深化文化、教育、衛生、旅遊、青
年、媒體、體育等領域務實合作。
柬埔寨首相洪森、緬甸副總統敏瑞、越南副總理王庭惠、老撾
副總理宋迪、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副總統伊迪出席開幕式並分別致
辭。

手機上就能隨時監控寶寶的尿不
濕，一旦溫濕度產生異樣變化，
就會在手機上提醒家長寶寶該換
尿不濕了，可以有效降低尿布疹
的發生率。」工作人員一邊向參
觀人群演示，一邊解釋自己手上
今年最新評出的台灣精品獎獲獎
產品——尿濕感知器。
「這些台灣創造產品讓台灣優
質品牌有機會可以落腳廣西市
場，並通過東博會平台，可以拓
展到周邊東盟國家，達到多方經
貿交流的目標。」台灣精品展區
負責人王熙蒙如是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坦桑尼亞是第十五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特邀合作夥伴
坦桑尼亞是第十五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特邀合作夥伴。
。圖為坦桑尼亞參
展商在向中國參展商介紹本國商品。
展商在向中國參展商介紹本國商品
。
新華社

珠三角企業借東博會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兵、曾萍
南寧報道）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戰讓
不少珠三角企業正在避開美國市場，
而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升級，在貿
易投資便利化、跨境園區建設、跨境
金融創新等方面為企業不斷創造商
機，東盟市場正成為內地企業另一淘
金地，本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以下
簡稱「東博會」）參展企業中就有不
少企業借此另闢東盟市場。
香港威凱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
產高檔智能家居產品的企業，這是該
公司首次參加東博會，此前公司的產
品以歐美市場居多，隨着中美貿易戰
進入美國市場關稅的增加，該公司產
品在美市場競爭力減弱。該公司董事
長曾高平希望借助廣西的區位優勢和
相對便宜的生產優勢，開拓東盟區域
內越南、泰國等地市場。
廣東佛山市中能鋰電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張斌則在東博會期間正式簽訂
落戶廣西百色市的投資協議，首期投
資 2.4 億元人民幣，主要生產電動自行
車、電摩用鋰電池、新能源鋰電池。

張斌認為，隨着 「一帶一路」的建
設和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各
國人民也將引來全新的消費升級。另
外，越南的禁摩政策也給中國電動車
企業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據相關數據顯示，越南的建築裝飾
材 料 產 業 每 年 經 濟 增 長 率 約 17% 至
25%，住房需求年投資約 320 億美元，
未來 5 年至 10 年內計劃投資 1,400 億美
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建材需求興旺
發展和商機巨大。而中國產的建築機
械、樓宇安防器材、衛浴廚具、密度
板材、安全門、照明燈具、家紡等就
憑借價格和質量優勢佔據越南大部分
市場份額。
深圳市良賓實業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鍾雄剛亦表示，選址落戶廣西一方面
是這裡有廉價而豐富的跨境勞動力資
源，另一方面則是看好東盟市場的發
展潛力。「公司商品主要出口歐美、
中東，當前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利用
美越商貿協定對越南商品的稅率優
惠，可以有效規避貿易壁壘。」

劉世錦：加速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增
大，近期中央提出「六穩」，通
過基建、房地產穩增長的呼聲又
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
世錦近日在北京表示，如果經濟
短期內出現快速下滑，將基建作
為對沖手段可以是一個選項。但
是，進入中速增長平台以後，基
建和房地產已經沒有太大潛力。
劉世錦認為，下一步經濟發展，
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應加速知
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

放，打破相關體制政策屏障，讓
經濟新動能盡快浮出水面。
劉世錦在《中速平台與高質量發
展》發佈暨中國經濟「六穩」路徑
研討會上指，內地基建房地產投資
的歷史需求峰值已過，且在經濟中
比重過高，衛生、社保和福利等領
域政府支出則明顯低於其他國家。
在劉世錦看來，除了房地產和
基建這些「老抓手」，下一步經
濟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
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
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
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

療、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
社會服務業。

鼓勵基層調動各方積極性
今年正值改革開放 40 周年，對
於下一階段如何推進改革，劉世
錦認為，「摸着石頭過河」仍是
一個重要改革理念。在大方向明
確的前提下，應允許地方基層有
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調動
地方、基層、企業、社會各方面
的積極性，允許有個性、有差
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
現和推廣好的做法和政策。

優先推進三項改革
■ 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
等要素市場，允許相互流動
■ 打破行政性壟斷，在基礎產業領域放
寬准入，鼓勵競爭，降低能源、物
流、通信、資金、土地五大基礎性成
本
■ 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