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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內地今
日起將再次對部分產品增值稅出口退稅率進行
調整，共涉及1,172項稅目，調整後的出口退稅
率提高到10%至16%不等。這是內地連續2個
月對出口退稅率作出調整，兩次調整涉及的產
品數目佔全國出口比例超過半數，合計退稅金
額或將超過600億元人民幣。

涉膠品玻璃輪胎等產品
財政部上周發佈《關於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

稅率的通知》，進一步簡化稅制、完善出口退

稅政策。其中，相紙膠卷、塑料製品、竹地
板、草藤編織品、鋼化安全玻璃、燈具等產品
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6%。潤滑劑、航空器用輪
胎、碳纖維、部分金屬製品等產品出口退稅率
提高至13%。部分農產品、磚、瓦、玻璃纖維
等產品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0%。豆粕出口退稅
取消。
除上述產品外，其餘出口產品，原出口退稅

率為15%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6%；原出口
退稅率為9%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0%；原出
口退稅率為5%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6%。

提振出口兩月兩度調整
這是自9月初財政部發文《關於提高機電、

文化等產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後，時隔一個
多月，再度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
莫尼塔宏觀研究團隊分析指出，增加退稅產

品與美徵稅清單存在重疊，但算不上是精準針
對。出口退稅提高對財政收支平衡的影響比較
有限，但增加退稅產品佔全部出口比重較高，
對出口企業形成的實質優惠幅度較大，隱含了
官方較強的提振出口訴求。

會議認為，今年以來，各地區各
部門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堅

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
展理念，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着力打
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
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加快改革開
放步伐，實現了經濟社會持續健康
發展。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總體平
穩，穩中有進，繼續保持在合理區
間。居民消費價格基本穩定，製造
業投資回升到近年來較高水平，進
出口較快增長，利用外資穩步擴
大，秋糧獲得豐收，居民收入增長
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鎮新增就
業提前完成全年目標。經濟結構持
續優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實施
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一系列措
施，提振了市場信心。

經濟下行壓力增 企業隱患暴露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
變，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部分
企業經營困難較多，長期積累的風
險隱患有所暴露。對此要高度重
視，增強預見性，及時採取對策。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是
長期和短期、內部和外部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經濟正在由高
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外部環境也發生深刻變化，一
些政策效應有待進一步釋
放。

加強制度建設 激發市場活力
會議強調，面對經濟運

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
題，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
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為主線，加大改革開
放力度，抓住主要矛盾，
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要
切實辦好自己的事情，堅定
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
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
貨幣政策，做好穩就業、穩金
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
資、穩預期工作，有效應對外
部經濟環境變化，確保經濟平穩
運行。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研
究解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發展中
遇到的困難。圍繞資本市場改革，
加強制度建設，激發市場活力，促
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繼續積
極有效利用外資，維護在華外資企
業合法權益。要改進作風，狠抓落
實，使已出台的各項政策措施盡快
發揮作用。

政治局：內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 須增強預見及時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分

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當前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經濟下行壓力

有所加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較多，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有所

暴露。對此要高度重視，增強預見性，及時採取對策。會議

又強調，要切實做好「六穩」（見表）工作，堅定不移推

動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下午就人工智
能（AI）發展現狀和趨勢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據新
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高文就這個問題作了講解，並談了意見和建議。習近

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強調要深刻認識
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義，加

強領導，做好規劃，明確任務，夯實
基礎，促進其同經濟社會發展深
度融合，推動中國新一代人工
智能健康發展，確保中國在
人工智能這個重要領域的
理論研究走在前面、關
鍵核心技術佔領制高
點。

支持科學家
勇闖「無人區」
習近平指出，我

們必須加強研判，
統籌謀劃，協同創
新，穩步推進，把增
強原創能力作為重
點，以關鍵核心技術為
主攻方向，夯實新一代
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要
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支持科

學家勇闖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無人區」，努力在人
工智能發展方向和理論、方法、工具、系統等方面取
得變革性、顛覆性突破。要主攻關鍵核心技術，以問
題為導向，全面增強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能力，加快建
立新一代人工智能關鍵共性技術體系，在短板上抓緊
佈局，確保人工智能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裡。

培育具引領作用企業產業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

展的特點，加強人工智能和產業發展融合，為高質
量發展提供新動能。要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握數字化、網絡
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契機，在質量變革、效率變
革、動力變革中發揮人工智能作用，提高全要素生
產率。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人工智能企
業和產業，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
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要發揮人工智能在產業
升級、產品開發、服務創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促
進人工智能同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以人工智
能技術推動各產業變革，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
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
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要推動智
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傳統基礎設施智能化
水平，形成適應智能經濟、智能社會需要的基礎設
施體系。

集體學習AI趨勢
習近平促佔領核心技術制高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國國務院網
站消息，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昨日發佈指導意
見稱，堅持既不過度依賴投資也不能不要投
資、防止大起大落的原則，聚焦關鍵領域和
薄弱環節，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
合理保障融資平台公司正常融資需求，對必
要的在建項目，允許融資平台公司在不擴大
建設規模和防範風險的前提下與金融機構協
商繼續融資。
「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

意見」指出，今年以來整體投資增速放緩，特

別是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一些領域和
項目存在較大投資缺口，亟需聚焦基礎設施領
域突出短板，保持有效投資力度，確保經濟運
行在合理區間。

保障正常融資需求
「合理保障融資平台公司正常融資需求，防

範存量隱性債務資金鏈斷裂風險。」意見稱，
要加快推進項目前期工作和開工建設，加大徵
地拆遷、市政配套、水電接入、資金落實等推
進力度，推動項目盡早開工建設。

意見並稱，要嚴禁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
嚴禁以政府投資基金、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變相舉債；對必要的在建
項目，允許融資平台公司在不擴大建設規模和
防範風險的前提下與金融機構協商繼續融資。
同時，金融機構要在採取必要風險緩釋措施

的基礎上，按照市場化原則保障融資平台公司
合理融資需求，不得盲目抽貸、壓貸或停貸。
意見要求，加強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資金和項

目管理，加大對在建項目和補短板重大項目的
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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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10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連續
兩個月下滑至50.2%，低於上月0.6
個百分點，為2016年下半年以來新
低；尤其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影
響，反映外部需求變化的新出口訂
單指數已連續5個月處於50%榮枯
線以下，10月僅錄得46.9%，低於
上月1.1個百分點，為2016年2月
以來最低。專家分析指，製造業供
需回落，未來幾月貿易戰的衝擊可
能更加明顯，穩增長、穩就業政策
有望進一步加碼。

中小企低於榮枯線
「10月份，受國慶長假和外部環

境複雜多變等因素影響，製造業供
需出現一些波動，」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

示，指數連續27個月位於擴張區
間，製造業總體繼續保持增長，增
速放緩。
除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與上月

持平，製造業PMI各分項指數均出
現回落。其中，生產指數錄得
52%，比上月回落1個百分點，新
訂單指數錄得50.8%，比上月回落
1.2個百分點，進口指數回落0.9個
百分點至47.6%，低於臨界點。此
外，從業人員指數已降至今年2月
以來低點。
從企業規模看，10月大中小型製
造業企業PMI均回落，中小型回落
幅度較大且已降至收縮空間。中型
企業PMI回落最為顯著，較上月下
降1個百分點至47.7%；小型企業
錄得49.8%，低於上月0.6個百分
點；大型企業較上月回落0.5個百
分點至51.6%。

出口退稅今再加碼 企業減負料超600億元

GDPGDP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世界銀行昨晚發佈最新
報告，把中國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性提升32位，盛讚
中國相關領域改革「令人驚嘆地快速且有效」。

世行：辦證納稅等改革進展突出
在《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為改革而培訓》中，世行認定，中

國在過去一年為中小企業改善營商環境實施的改革數量創紀錄，全
球排名從上期的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
世行團隊認為，中國在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
力、納稅、跨境貿易等七個類別的改革中取得了突出進展。
報告說，在解決商業糾紛方面，中國是「世界最佳經濟體
之一」，平均耗時496天，成本佔索賠額的16%，遠遠
好於經合組織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耗時582天和佔
索賠額的21%。在跨境貿易方面，報告點讚
中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

貿戰影響
製造業PMI逾兩年新低

國務院：
保基礎設施補短板力度

全球營商環境
中國排名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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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習近平強調要推動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習近平強調要推動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
圖為習近平年前在中國科技大學與機械人對話圖為習近平年前在中國科技大學與機械人對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要求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中央要求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圖為圖為江蘇省連江蘇省連
雲港市贛榆區一家鋼鐵企業工人在生產鋼材雲港市贛榆區一家鋼鐵企業工人在生產鋼材。。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