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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殘聯全代會開幕 七常委到會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殘疾人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昨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
際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祝賀，韓正代
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來自全國各地
的 600 多名代表，肩負着 8,500 萬殘疾
人的重託出席大會。
韓正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題為
《在新時代的偉大征程中創造殘疾人更
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的致詞。韓正首
先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向全國

發展和共同富裕，把推進殘疾人事業當
作分內責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
中創造殘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韓正表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
視殘疾人事業，全社會要攜手殘疾人共
同走向美好未來，各級殘聯要切實履行
職責，廣大殘疾人要自覺將個人理想和
中國夢緊密相聯，奮力開創新時代殘疾
人事業發展新局面。

廣大殘疾人、殘疾人親友和殘疾人工作
者致以親切問候。
韓正在致詞中說，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殘疾人事業取得歷史性進展和顯著
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對殘疾人和殘疾人
事業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確要求，為新
時代中國特色殘疾人事業發展指明了前
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引，堅持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堅守弱
有所扶的原則立場，完成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關鍵任務，促進殘疾人全面

殘聯主席張海迪作工作報告
共青團十八屆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

軍科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主
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婦女聯
合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
家協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全國
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
誼會向大會致賀詞。賀詞指出，各群團
組織要持續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積極服
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切實增強與群眾
的密切聯繫，堅定不移地深化自身改
革，認真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為實現中國夢不懈奮鬥。
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代表中國殘聯第

六屆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題為《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
團結帶領殘疾人兄弟姐妹共奔美好小康
生活》的工作報告。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
有關領導同志出席會議。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軍隊有關
單位、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
各人民團體、北京市負責同志，中國殘
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等共約
3,000人參加開幕式。

消費增速回升至9% 續當經濟穩定器
貿易順差同比收窄34.2% 專家稱短期經濟仍有下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 14 日發佈 8 月
中國經濟主要指標，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下滑並創歷史新
低，工業和消費則雙雙回升並略超預期，尤其消費增速回升至 9%，
繼續擔當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專家表示，短期經濟仍有下行壓力，
政府已進行政策調整，後續政策顯效有望對沖一定下行壓力。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數據顯示，8
6.1%，比上個月加快 0.1 個百分

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9%，比上個月加快0.2個百分點。
在投資方面，1-8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
增長5.3%，連續六個月回落並刷新1995
年有記錄以來新低。三大投資中，基建
投資仍是主要拖累，1-8月累計增速回落
1.5 個百分點至 4.2%，再創新低；地產
投資趨穩，累計增速回落 0.1 個百分點
至 10.1%，仍處高位；製造業投資持續
回 暖 ， 累 計 增 速 回 升 0.2 個 百 分 點 至
7.5%； 8 月民間投資增速則降至8.1%，
為6月以來低位。

貿易順差 1,798 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
期收窄 34.2%。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毛盛勇指出，當前增長、就業、價格、
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平穩，中美經貿摩
擦對經濟的影響不明顯，或者即使是有
影響，也比較有限。
毛盛勇說，從工業增長的情況來看，
包括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規模以
上工業出口交貨值的增長情況都比較
好，出口交貨值的增速比上個月加快，
一些主要工業出口省份，如廣東、浙江
的工業增速加快，「所以從主要的增長
指標和地區指標來看，中美經貿摩擦的
影響還不是太明顯」。

貿易摩擦影響尚不明顯

全年增速料6.7%-6.8%

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分析指出，
8 月工業增加值增速略有回升，分行業
來看，原材料上遊行業、汽車等行業生
產放緩，而電子設備生產明顯加速，結
合 8 月出口交貨值同比升至 2017 年 3 月
以來高點來看，工業生產回升或與包括
新iPhone機型上市等提前出貨有關。
在消費方面，王涵指出，8 月零售銷
售增速回升，限額以上商品中的金銀珠
寶、日用品類增速回升較快。值得注意
的是，2 季度城鎮人均消費支出同比明
顯回升，8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有所回
升，顯示短期消費意願仍相對穩定，為
經濟穩定器。
此外，8 月中國進出口同比增長
12.7%，增速比上月加快 0.2 個百分點，

王涵指出，從高頻數據看，高爐開工
率、六大發電集團耗煤量等均出現下
滑，整體工業生產仍有下行壓力；預計
短期經濟仍有下行壓力，但財政和貨幣
政策已開始積極響應，未來仍將對沖一
定下行壓力。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經濟學家唐建
偉認為，今年大局差不多已定，預計三
四季度經濟比上半年略微放緩至 6.6%，
全年 6.7%-6.8%，但需警惕明年壓力加
大，年初到現在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放
緩，從金融到實體約有兩個季度的時
滯，會對明年上半年造成壓力，再加上
中美貿易摩擦對出口的影響明年上半年
才能較為明顯，明年上半年經濟增速有
跌至6.5%以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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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局：滯脹或類滯脹不存在

內地 8 月主要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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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近期內地肉蛋菜及居住等價格上漲
預期強烈，CPI 漲幅已連續兩個月擴
大，伴隨經濟下行走勢，市場對於中國
經濟可能出現滯脹或類滯脹的擔憂增
多。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昨日
回應稱「滯脹或者類滯脹是不存在
的」。
毛盛勇表示，從經濟學來講，滯脹是
兩個方面：一是滯，即經濟停滯或者經
濟出現負增長或者大幅回落；二是脹，
即物價持續大幅度上漲，經濟運行符合
這兩方面的特徵或者條件才叫做滯脹。
從物價上漲看，造成 8 月份消費價格漲
幅擴大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季節性的短

亂用土地 內地 11 市負責人被約談
體約談，督促其進一步加大整改
查處力度，有效遏制違法違規用
地，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據介紹，河北省石家莊市、遼
寧省鐵嶺市、福建省泉州市、江
西省上饒市、山東省菏澤市、湖
北省孝感市、湖南省長沙市、廣
東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貴
州省遵義市、陝西省韓城市等 11
個地市土地違法問題十分突出，
違法用地面積大、比例高、在全省排名靠
前、性質嚴重。如石家莊市違法建設佔用
耕地數量大，落實永久基本農田特殊保護

■山東省高青縣堅持耕地
保護制度，
保護制度
，實施舊村復墾
復綠工作。
復綠工作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自然資源
部昨日對河北省石家莊市等 11 個土地違法
違規問題嚴重地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集

■ 重慶市民在嘉陵江重慶磁器
口段岸邊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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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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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長江生態檢察官辦公室」13 日於重慶市
檢察院二分院揭牌成立，標誌着保護長江
上游三峽庫區腹心地帶生態環境的「長江
生態檢察官制度」在重慶市確立。這也意
味着重慶市運用司法手段系統性保護長江

不力；僅工業、商業等違法佔地問題 824
宗，涉及土地面積 633.81 公頃（9,507.14
畝），其中耕地面積 498.44公頃（7,476.54
畝），違法佔地宗數、耕地面積均排河北
省第 1 名。違法建設佔用永久基本農田地
塊 534 個，面積 215.27 公頃（3,229 畝），
違法建設佔用永久基本農田面積排河北省
第1名。

構建早發現早制止長效機制
自然資源部負責人強調，違法違規用
地問題嚴重，既有地方政府發展理念偏
差和耕地保護責任落實不到位的問題，
也有相關職能部門管理不到位、政策措

施沒落實、督促指導跟不上等問題。必
須深刻反思，認真總結教訓。對於觸碰
耕地紅線獲得個人違法利益，或由於瀆
職、失職導致違法問題後果嚴重的責任
人，要堅決查處。要狠抓整改責任落
實，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要加強對整
改工作的督促指導，被約談地市要高度
重視督察發現的問題，真正把整改作為
當前一項重要任務抓緊抓好。要建立問
題早發現、早制止、嚴查處的長效機
制。要切實落實土地管理動態巡查制
度，綜合運用有關技術手段，加強對土
地審批、供應、利用等全程監管，構建
早發現、早制止、嚴查處的長效機制。

渝建長江生態檢察官制護長江

生態環境，邁出堅實一步。
重慶市檢察院二分院轄區 9 個區縣均位
於長江上游三峽庫區腹心地帶，長江幹
流、支流橫貫境內，總長度達到 1,619.6 千
米，長江三峽中著名的瞿塘峽、巫峽和小
三峽均在其中。「這使得我們轄區的長江
生態保護任務非常重。」重慶市檢察院第
二分院檢察長劉晴坦言，由於以往受限於
行政區域劃分，對長江生態保護的工作往
往呈現一種碎片化狀態。劉晴認為，河流
生態系統是一個連續、有機的綜合生態系
統，因此司法保護也理應採取一種系統而
立體的綜合保護機制。

基於此，重慶市檢察院二分院探索建立
「長江生態檢察官制度」，要求在分院和
各區縣檢察院兩個層級，成立由檢察長擔
任組長的長江生態檢察工作領導小組，選
拔生態檢察官組建「長江生態檢察官人才
庫」。
該院副檢察長鍾曉雲介紹，這項制度將
進一步促進檢察機關以零容忍的態度，認
真履行批捕、起訴、民事行政、公益訴訟
職能，依法辦理涉嫌污染環境、破壞生態
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案件。
鍾曉雲認為，以往涉及長江流域的環保
案件，牽涉到農、林、水利、國土等諸多

行業和部門，責權交叉情況較為普遍。
「長江生態檢察官制度」將努力打破這種
條塊分割，採用聯席會議、檢察建議、督
促履職等手段，實現綜合立體的系統性司
法監督和保護。
尤值一提的是，「長江生態檢察官制
度」將找準公益訴訟與生態環保結合點，
推動生態環保檢察公益訴訟工作有效開
展。劉晴表示，今後長江水資源、岸線資
源、森林草場和濕地領域侵害公共利益的
行為，將成為「長江生態檢察官」公益訴
訟工作的重點。該制度將進一步發揮出公
益訴訟在生態保護方面的效能。

期因素，這些因素在未來幾個月不會給
價格上漲帶來壓力。從經濟運行主要指
標上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主要指標特
別是增長指標平穩，GDP 過去 12 個季
度都穩定運行在 6.7%-6.9%的中高速區
間，月度主要增長指標也比較平穩。因
此，滯脹或類滯脹是不存在的。
毛盛勇還說，8 月價格漲幅較大，主
要是食品價格上漲，蔬菜等受颱風等
天氣影響了生產和運輸，豬肉因疫情
的因素影響了供應，主要是季節性短
期因素。再加上當前貨幣政策還是穩
健中性的，CPI 仍有條件保持溫和上漲
趨勢，價格不會出現明顯上漲，CPI 全
年能夠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粵環保廳原廳長
李清受賄囚 15 年

■李清受賄囚15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東省
高級人民法院昨日對廣東省環保廳原廳長
李清受賄一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一審對
李清的定罪量刑，以受賄罪判處李清有期
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0萬元。
法院審理查明，2002 年至 2015 年，李
清先後利用擔任潮州市市長、廣東省環保
廳廳長的職務便利，在環保事項審批、專
項資金補貼、項目招投標、特許經營、人
事安排及工作調動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
益，單獨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
2,024.3521 萬元、港幣 52 萬元、美元 6 萬
元，夥同他人收受財物計人民幣 230 萬
元。
法院認為，李清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多
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單獨或夥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
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李清受
賄數額中有人民幣 1,000 萬元屬犯罪未
遂，且歸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
從輕處罰。根據其犯罪事實並綜合考慮其
歸案後表現等情節，法庭作出上述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