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加快掃體制障礙谷消費
未來3年放寬旅遊養老等市場准入 促進汽車消費等優化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務院辦公廳近

日印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

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

年）》(下稱《方案》)，部署

加快破解制約居民消費最直

接、最突出、最迫切的體制機

制障礙，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

的基礎性作用。《方案》提

出，為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

力，今後三年要進一步放寬旅

遊、文化、體育、健康、養

老、家政、教育培訓等七大服

務消費市場准入，促進汽車

消費、信息消費等優化升

級，完善有利於促進居民消

費的財稅支持措施，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

放寬七大領域准入增供給
1、旅遊領域

逐步放開中外合資旅行社從事旅遊業務範圍

鼓勵發展租賃式公寓、民宿客棧等旅遊短租
服務

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
息

2、文化領域

拓展數字影音、動漫遊戲、網絡文學等數字
文化內容

促進點播影院業務規範發展

擴大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試點範
圍

3、體育領域

打破大型國際體育賽事轉播壟斷，引入體育
賽事轉播競爭機制，按市場化原則建立體育
賽事轉播收益分配機制

積極培育冰雪運動、山地戶外運動、電競運
動等體育消費新業態

4、健康領域

加快推動貧困縣縣醫院遠程醫療全覆蓋，並
推動向鄉村延伸

逐步將符合條件的互聯網診療服務納入醫保
支付範圍

5、養老領域

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可，加快推進公辦養老
機構轉制為企業或開展公建民營，推動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全覆蓋

6、家政領域

探索建立家政服務保險制度，支持商業保險
機構開發家政服務保險產品

支持家政服務知名品牌建設，引導家政企業
做大做強

7、教育培訓領域

鼓勵地方政府通過購買服務、減免租金等方
式引導和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普惠性服務

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引進境外優質高等教育、
職業教育資源，舉辦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機
構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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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華發展前景
外企紛加碼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中美貿易
戰 愈 演 愈
烈，難免令

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擔憂，
一些悲觀的聲音甚至認為，轉型
中的中國經濟可能會在美國的重
壓之下發生問題。但是，結果真
的會這樣悲觀嗎？答案當然不
是！春江水暖鴨先知，姑且不論
中國自身經濟向好的大量事實和
數據，看看最近紛紛來華增加投
資的精明外企高管們，就可窺見
未來中國經濟的巨大空間與活
力。

寶馬瀋陽廠擬供貨全球
本周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中南海會見德國寶馬集團董
事長科魯格。寶馬公司是中方放
寬汽車行業外商來華投資股比限
制後的首個受益者。科魯格此次
來華，主要是為擴大對華投資，
在遼寧瀋陽鐵西中德高端裝備製
造產業園建設華晨寶馬第三工
廠。據報道，寶馬未來將對華增
加投資 30 億歐元，預計到 2020
年，寶馬品牌核心產品系列的首
款純電動汽車將在瀋陽生產，這
款產品不僅在中國銷售，還將出
口到全球市場。

另據美國媒體近日報道，特斯
拉正在上海購買一塊價格約1.45
億美元的地皮，準備建設美國之
外的首家工廠。今年7月特斯拉
曾與上海市政府達成初步協議，

允許特斯拉建設最終年產量可達
50萬輛的工廠，這個產量超過任
何一家美國工廠。今年8月有報
道稱，特斯拉考慮從中國本地銀
行融資投資新工廠，預計總投資
達50億美元。特斯拉表示，在中
國生產汽車可比在美國節省55%
至60%的成本。

絕不會被美國施壓擊倒
此外，美國蘋果公司首席執行

官庫克近日也正在中國訪問。他
在上海表示，蘋果公司將繼續加
大在滬投資，擴大合作領域。下
周二，中國領導人將在北京會見
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該俱樂部
誕生於 65 年前的 1953 年，當時
英國的一群商業領袖，打破了西
方國家強加給中國的貿易禁運，
對華開啟「破冰」之旅並與中國
簽署了 1,800 萬英鎊的國際貿易
協定，開創了中英貿易之間的互
惠互利關係。

中國不是被「嚇大」的。其
實，美國不斷對華變着戲法加碼
施壓圍堵的背後，不過是短期想
在雙邊貿易戰談判中要個好價，
長期要遏制中國崛起，但中國絕
不會在原則問題上退縮，更不會
因此被壓垮。歷史終將證明，全
球化時代大搞貿易保護主義換不
來增長，只會故步自封。攜手做
大蛋糕共享增長紅利方是正確出
路，相信暴風雨過後會是更美的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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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針
對美墨加貿易協定中的「毒丸條款」，中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昨日在京指出，建立
自貿區的目的是便利成員間的貿易，應該秉
持開放包容的原則，不應該限制其他成員的
對外關係能力，不應該搞排他主義。
美墨加貿易協定上周簽定，其中一個條款
規定，如果美墨加貿易協定中任一成員國要
與「非市場化」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必
須提前3個月通知其他成員國，而其他成員
國可以在6個月後退出並建立其自己的雙邊
貿易協定，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將之稱為
「毒丸條款」。
輿論普遍認為，「毒丸條款」主要針對中
國，更有分析指出，這一條款或會被複製到

美國其他貿易協定上，使中國被邊緣化。

反對一國之法凌駕國際法
對此，高峰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
中方認為，一個國家應當在相互尊重、平等
協商、互利共贏的原則基礎上，憑借市場潛
力、政策環境等要素，吸引貿易夥伴。建立
自貿區的目的是便利成員間的貿易，應該秉
持開放包容的原則，不應該限制其他成員的
對外關係能力，不應該搞排他主義。
他同時強調，在世貿組織多邊貿易規則中

沒有關於「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條款，其僅
存在於個別成員的國內法中。中方反對將一
國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將一國意願強
加於人的做法。

促美重回互利共贏軌道
高峰強調，中方對中美兩國重啟雙邊投資

協定談判、適時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談判持開
放態度，但遺憾的是，美方一直未展示誠
意。希望美方不要誤判形勢，停止單邊主義
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回到互利共贏的合
作軌道上來，在平等、誠信、互相尊重的基
礎上，通過對話和磋商解決雙邊經貿分歧。
高峰同時回應了美國領導人近期在演講中

「中國對美國進行經濟侵略」的言論，中國從
來沒有、永遠也不會搞所謂的「經濟侵略」，
相反中國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貢獻有目共
睹。他還否認了中方試圖影響美國商界領袖譴
責美國貿易行為，相信他們自有評判。

香港文匯報訊 在剛剛過去的中國「十一」
黃金周七天長假裡，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副總
統彭斯發表了一篇精心準備的演講，誇耀美國
的實力，揭露中國的「野心」。這篇被美國網
民紛紛吐槽的演講，在被美國駐華大使館官方
微信號貼心地逐字逐句翻成中文發佈後，結果
也引來了一大波中國網民的吐槽。

演講漏洞百出 聽者忍俊不禁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出，
彭斯在演講中，從歷史到現實、從軍事到人
權、從貿易戰到「干預中期選舉」，全方位向
中國開火，時間跨度長達百年，這對只有200
多年歷史的美國來說，相當不容易。對他演講
中「引經據典」提及的不少歷史事件，中國年
輕的網友們很認真，趕緊翻書惡補。不料，放
下書本，不少人不厚道地笑了：彭斯列舉的知
識點漏洞百出、多處令人噴飯啊。
彭斯先生提到，「在過去的25年裡，『我
們重建了中國』」。25年前，也就是1992至

1993年，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這就是：
該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
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誰反對改革，就讓
誰睡覺去」。中國由此更加堅定了改革開放和
向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步伐。反觀那時，美國
和一些西方國家，不正忙着為蘇聯解體彈冠相
慶、祭出「中國威脅論」、試圖接着搞垮中國
嗎？1992年，中國GDP是2.72萬億元，到
2017年底增長到82.71萬億元。對此，中國網
民說，這40倍的增長是中國人奮鬥幹出來的。
因為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次重建
自己，但就是沒有靠外部勢力重生過，也沒有
任何外力能夠「重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國家。如果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重建」中
國，那麼重建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對美
國應該不是難事吧？所以，搶中國發展的功
勞，中國網民不答應！

中期選舉勢危 要中國背黑鍋
彭斯這番演講引發美國網友吐槽的最大笑

點，是他指責「中國想要的是另外一個美國總
統。」美國網民們在推特上紛紛發出「我也
是」的跟帖，不知副總統先生情何以堪？中國
網民說，「干涉別國內政」不是一直是一些西
方國家的行徑和專利嗎？咋成了中國的罪狀
了？「咱中國沒意願、沒興趣、沒時間、也沒
精力干涉別國內政。共和黨選情吃緊，故伎重
演找中國當『替罪羊』，這『黑鍋』咱中國人
不背！」
有中國網民說，特朗普先生一講話，全
世界都笑了；彭斯先生一講話，中國網民
都笑了。笑過之後，中國人該繼續擼起袖
子加油幹。還有網民說，中國真的很忙，
發展中的問題不少，要解決的問題也很
多，建議政府在中國大門上掛起「非誠勿
擾」的牌子，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
和有誠意的人合作共事。如果有人非要來
家門口過招，中國人絕對只能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沒有什麼能阻擋14億中國人為
美好生活而前進的步伐呢！

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國內經濟下
行壓力再增，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成

為政策着力點。近期中央接連出台促進
消費的重磅文件，9月2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
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對外
發佈，提出「構建更加成熟的消費細分

市場，壯大消費新增長點」，重點部署
七大消費增長點。時隔半個多月後，
《方案》出台，部署未來三年促進消費
的六項重點任務，並落實到具體部委分
工負責。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

任趙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央對促進

消費的重磅政策醞釀多時，上述兩份文
件在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上通過，經過修改後正式發佈，
隨後地方及相關部委還將出台更多細化
和支持政策。
趙萍認為，當前促進消費的重點是，

通過改革創新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
消費升級，擴大服務型消費的供給，因
此政策着力點主要有三，一是通過放開
市場准入等措施增加服務消費市場供
給。目前，服務型消費「有需求、缺供
給」的矛盾突出，需求外流比較明顯，
商務部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遊客赴美
旅遊、留學、就醫等旅行支出合計達510
億美元，其中赴美遊客約300萬人次，
在美旅遊支出高達330億美元。二是營
造安全信任的消費環境。三是通過收入
分配改革、財稅支持等增加居民收入，
擴大居民消費能力。

發展住房租賃市場
在改善消費環境方面，《方案》提

出，加快推進重點領域產品和服務標準
建設，將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
工程實施範圍逐步由食品農產品領域向
消費品等其他領域拓展，加強消費產品
和服務標準制定，完善消費領域信用信
息共享共用機制，實現產品生產信息和

質量追溯信息互聯互通。
在促進實物消費結構升級方面，文件

提出包括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促進
汽車消費優化升級、推動傳統商貿創新
發展等五個方面。就促進汽車消費一
項，文件具體提出，將繼續實施新能源
汽車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全面取消二
手車限遷政策，積極發展汽車賽事、旅
遊、文化、改裝等相關產業，深挖汽車
後市場潛力。

完善財稅支持措施
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方案》提

出，完善有利於促進居民消費的財稅支
持措施，制定出台新個人所得稅法相關
配套制度和措施，積極開展個人稅收遞
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
為應對內外經濟困難，近期中央接連部

署擴大內需措施，在繼續加大關鍵領域和
薄弱環節有效投資的同時，提高個稅起徵
點，落實減稅降費措施，以減輕企業負擔、
增加居民收入。新型城鎮化建設亦在發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最新發佈關於督察《推動
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落實情況
的通知，就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
戶這一目標的推進工作進行督查，以推動
新型城鎮化政策落地。

央廣電：彭斯一講話 中國網民都笑了

■有專家認為，政策的其中一個着力點是營造安全信任的消費環境。圖為遊客在海南三亞國際免稅城內選購商品。 資料圖片

■■《《方案方案》》提出提出，，今後三年要進一步放今後三年要進一步放
寬旅遊寬旅遊、、文化文化、、體育等服務消費市場准體育等服務消費市場准
入入。。圖為遊客在浙江一個主打農家樂的圖為遊客在浙江一個主打農家樂的
景區內遊玩景區內遊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