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李才瑛

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
2018年
2018
年 10
10月
月 10
10日
日（星期三）
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

李克強：激發創新潛力 推動高質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
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昨日
在四川成都拉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
批示。批示指出：近幾年，在各方面
共同努力下，「雙創」活動蓬勃發
展，為激發創新潛力和市場活力、擴
大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面對新形
勢，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中央、

國務院決策部署，按照高質量發展的
要求，更大力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持續深入推進「雙創」。進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強產權保護
等制度建設，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創業創新生
態。提升工業互聯網平台服務能力，
推動「互聯網+社會民生」健康發展，
改善公共服務，釋放人民群眾中蘊藏
的無窮創造力，為加快培育新動能、

不斷提升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出席啟動儀式並講話。
韓正表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
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以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
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推動中國經濟
行穩致遠。

韓正強調，要着力優化發展環境，
加快發佈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
單，加快推進企業簡易註銷登記改
革，構建全流程信用監管機制。要着
力增強發展動力，加大財稅政策支持
力度，完善金融服務，建立完善知識
產權管理服務體系。要着力提升創業
帶動就業能力，鼓勵和支持更多社會
主體投身創新創業。要着力強化科技
創新引領作用，加快建設一批國家產

業創新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創
新平台，加速高校科研成果轉化和技
術轉移。要着力提高創新創業平台服
務能力，引導眾創空間向專業化、精
細化方向升級。
這次活動周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組
成的活動周組委會主辦，有關部委和地
方政府負責同志、部分雙創示範基地代
表和各類創新創業者代表等約 400 人參
加了啟動儀式。

官方撐經濟：「穩得住有信心」
上半年內需貢獻率過 100% 年內四降關稅勢惠己利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政府挑起經貿摩擦，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抬頭，全球化進程面臨長期挑戰；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正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時
期。這樣的情勢下，難免有人對中國經濟的走勢有疑惑、有憂慮，甚至有人發
出唱衰的聲音。對此，中國官方及主要媒體連日發聲，指中國經濟「穩得住，
有信心」。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
吉喆指出，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運行既有
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既有短期影響也有長
期影響，總的來看影響可控。
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看，隨着中國經濟轉型
升級，內需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不斷增
強。今年上半年，消費和投資構成的內需對經
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100%。發揮好居民消費和
有效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可以把外部
經貿摩擦的影響縮小到可控範圍內。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不會改變」
從對就業的影響看，隨着一些出口商品被加
徵關稅，可能帶來一些企業訂單減少，進而影
響就業。當前中國正處於就業的良好時期，通
過深化放管服改革，讓有利於創新創業的政策
措施落地生效，能夠有效克服經貿摩擦對就業
的影響。
從對物價的影響看，中國有世界上最大最齊
全的產業體系，工農業產品供應充分，服務業
供給不斷增強。只要保證供求基本平衡，因經
貿摩擦帶來的個別商品價格波動很難帶來全局
性價格上漲。
從對國際收支的影響看，當前中國貨物貿易
保持順差，服務貿易逆差穩定，跨境資本淨流
入，中國客觀有條件、主觀有能力保持國際收
支基本平衡。
「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高
度融合，受到經貿摩擦影響是難免的，一些指
標波動也是正常的。但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穩
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不會改變。」寧
吉喆說，中國經濟具有韌性和彈性，具有應對
風險的經驗和方法，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
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在各類市場主體的主動

應對積極作為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
目標可以實現。

「目前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平穩」
財政部長劉昆則強調，減稅和增支，是積極
財政政策發力的兩大工具。
劉昆表示，美方的做法，損害了中國企業的
利益，也損害外國在華企業的利益；同時擾亂
了世界經濟秩序，動搖了各國對未來經濟發展
的信心。劉昆坦言，有局部地區、部分企業受
到一定衝擊，但中國有能力把衝擊的影響縮到
最小。對於受影響企業，財政部門已經制定了
幫扶措施，包括協調解決企業在出口方面的問
題，支持受影響企業內部轉崗和技能培訓等，
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劉昆表示，今年通過四次主動降關稅，中國
關稅總水平將從去年的 9.8%降至 7.5%，這是
中國兌現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以後採取的主動擴
大開放的行為，將惠及自身以及世界經濟發
展。
「從目前看，我國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平穩，
GDP 增速連續 12 個季度保持在 6.7%到 6.9%之
間，營商環境也有較大改善。我相信中國的企
業包括外國在華企業會渡過這一難關，發展得
越來越好。」劉昆說。
此外，官方媒體新華社發表時評文章指出，
就當前的經濟形勢而言，中國穩得住，也有信
心穩住。「這不是口號，也不是空談。」文章
強調，40 年改革開放打下的家底，日趨完備的
產業體系，13 億多人口的消費市場，成功應對
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如同
一系列正着、先手、妙手在紋枰上構建出好棋
形，「穩得住」有壓艙石，「有信心」更有定
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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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支招紓貿易戰影響
發改委：當前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
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主要從五個「擴大」着力
■ 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舒適度
■ 擴大就業再就業
■ 擴大國內需求
■ 擴大改革開放
■ 擴大國際多元化市場空間

李克強將訪比荷 堅定維護多邊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本
月 11 日至 19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
應邀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別舉行的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
第十七次會議並對塔吉克斯坦和荷蘭進行
正式訪問、出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
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並對比利時進行工
作訪問。外交部官員昨日在吹風會上表
示，期間，中方將倡導共同反對單邊主義
和保護主義，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據
悉，亞歐各方都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
升表示出極大的擔憂，也都表示出致力於
加強合作，維護多邊主義的強烈願望。

11 日至 14 日，李克強將出席在塔吉克斯
坦杜尚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
首腦（總理）理事會第十七次會議並對塔
吉克斯坦進行正式訪問。14 日至 16 日，李
克強將對荷蘭進行正式訪問，16 日至 19
日，他將出席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並對
比利時進行工作訪問。外交部副部長王超
介紹，屆時，中荷雙方將簽署一系列合作
協議，涵蓋海關、航空、能源、金融等領
域。中比兩國將簽署涵蓋航空、物流、科
技等領域的合作協議。
18 日至 19 日，第十二屆亞歐首腦會議
將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本屆會議的

主題是「全球夥伴應對全球挑戰」。外
交部部長助理張軍表示，李克強總理將
全程出席開幕式、兩次全會、一次非正
式的工作午餐會、閉幕式。在全體會議
和非正式工作午餐會上，李克強將闡述
新形勢下加強亞歐夥伴關係，共同應對
挑戰的重要現實意義，提出中國支持亞
歐合作的倡議，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發表主張和看法。
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透露，從前期的準備
情況看，亞歐各方都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上升表示出極大的擔憂，也都表示出致力於
加強合作，維護多邊主義的強烈的願望。

中方促美停止損害兩國關係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昨日表示，中方歷來堅持不干涉
內政原則，也沒有興趣干涉美國的內政和
選舉。中方奉勸美方停止對中國的無端誣
衊和指責，停止干涉別國內政，停止損害
中美關係的言行。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國領
導人近來發表講話指責中方干涉美國內政
和選舉。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見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時再次予以了駁斥。你可否
介紹有關情況？
陸慷說，對於美國領導人的無端指責，
中方從一開始就表明了立場，指出這純屬
捕風捉影，不能接受。王毅國務委員兼外
交部長 8 日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時，

強調中方在這件事情上光明磊落、問心無
愧。

中方歷來不干涉內政
他說，中方歷來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
也沒有興趣干涉美國的內政和選舉。至於
美方提到中方利用加徵關稅影響美國選
舉，事實很清楚，中美經貿摩擦是美方一
手挑起的，中方只是被迫作出必要反應。
這是正當的防衛反擊。中方多次指出，打
貿易戰沒有贏家。隨着美方對越來越多的
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美國越來越多的
行業和地方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中方反制措
施的影響，這同它們支持哪一個黨派毫無
關係。

至於美方聲稱中國媒體在美國當地媒體
購買付費版面發表文章是干涉美國內政，
陸慷表示，這是中國媒體同美國媒體的合
法、正常合作，並不違反美國法律，很多
外國媒體也都在這麼做。他表示，把中美
之間正常的交流與合作說成是干涉美國內
政和選舉，完全是牽強附會，根本站不住
腳。就連美國許多媒體和各界人士都認為
美國領導人的這種指責不可思議、荒唐之
至。
「世界上到底是哪個國家動輒干涉別國
內政，國際社會早就看得很清楚。我們奉
勸美方停止對中國的無端誣衊和指責，停
止干涉別國內政，停止損害中美關係的言
行。」陸慷說。

財政部：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從四方面繼續發力
■ 加力減負，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
降費措施，真正讓企業輕裝上陣、放手發展
■ 補齊短板，大力支持中央確定的重大項目建設，
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
■ 促進消費，推動完善有利於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的收入
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
■ 節用裕民，政府要過「緊日子」，把省下的錢用
於保障民生支出
資料來源：新華社

央廣電：
「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副總統彭斯最近對中
國內外政策進行種種無端指責的演講，給
中美關係再添凉意。中國官方對此嚴厲駁
斥，稱彭斯的演講內容「捕風捉影、混淆
是非、無中生有」。近日，小布什總統任
命的美國第一位非洲裔國務卿鮑威爾、克
林頓總統任命的美國第一位女國務卿奧爾
布賴特連袂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著名主持人扎卡里亞採訪時，明
確表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不應
該跟中國進行新冷戰。」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
出，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傷害的是美國消
費者。中國的發展給美國帶來了不少的好
處，價廉質優的中國產品滿足了美國人民的
需求。鮑威爾主張通過外交對話管道解决問
題。他強調必須尊重對方，而非總是威脅對
方；要避免將小事擴大、升級成危機。在他
看來，眼下的白宮顯然缺乏對華戰略，五角
大樓也忙着將中國、俄羅斯等國定位成美國

的敵人。對此，鮑威爾鄭重表示，美國不應
該這麼做，必須找到對話和接觸的方法，必
須承認別的國家跟美國不同。
文章認為，中美兩國都有足够的實力按
照自己的意願去塑造世界，美國的自信源
於民主憲法政治體制的保障，而中國則仰
仗着數千年獨特的管理手法發展而來的智
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他視中國為
建設國際秩序的潛在夥伴，不然的話，世
界將陷入衝突，因此，美國不應在世界各
地尋找盟友跟中國衝突。
文章最後指出，中美之間的問題不在於
輸贏，而是兩國如何保持對話以延續國際
秩序和國際正義。 中國人將政策看作一個
長期的過程並持續推進，而美國人則十分
務實，希望立竿見影。這體現在美國人在
兩國談判中希望短時間內解决一系列問
題，而中國人則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所
以，中美雙方能够互相學習，而且也需要
互相學習。

IMF 專家：不擔心中國捍衛匯率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國際貨
幣基金（IMF）首席經濟學家歐布思費爾
昨日表示，儘管人民幣近來貶不停，但他
並不擔心中國政府捍衛人民幣的能力。
在 IMF 和世界銀行於印尼峇里島舉行年
會記者會的場邊，歐布思費爾在被詢及人
民幣議題時，他表示：「我不認為這是個
問題。」歐布思費爾說，在提振經濟增長
和確保金融穩定之間，中國將面臨如何尋
求平衡。

歐布思費爾表示，金融市場過於強調人民
幣的短期走勢，並指出人民幣近幾年在劇烈
波動後，往往迅速反彈。IMF建議中國在經
濟增長方面，不再過於強調數字，轉而聚
焦品質和永續程度，以利經濟渡過難關。
歐布思費爾表示，政府官員雖採取行動
遏止中國的信貸擴張，但在對美貿易緊張
升溫下，北京採取行動提振增長的做法，
IMF 可以理解。美中貿易緊張已對短期經
濟增長造成影響，並衝擊人民幣匯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