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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1.7%

高效便捷挺灣區企業註冊登記
市場監管總局提供四方面支持 吸收港經驗大膽探索

《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日出版的第4
期《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強黨對全
面依法治國的領導》。
文章強調，全面依法治國具有基礎性、保障性作

用，在統籌推進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
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上，要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堅
持以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指導，堅
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更好發揮法

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

遠的保障作用。

貫徹全面依法治國
文章指出，當前，我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更加需要依靠法治，更加需要加強黨對全
面依法治國的領導。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
治國委員會，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加強黨
對全面依法治國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是研究解決
依法治國重大事項重大問題、協調推進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
是推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法

治保障的需要。要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
和工作機制，繼續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
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
黨提供長期穩定的法治保障。

明確十大指導思想
文章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全面依法

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
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指
導思想、發展道路、工作佈局、重點任務。一是堅
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二是堅持人民主體地
位；三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道路；四是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體系；五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
設；六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七是堅持全面
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八是堅持處理好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關係；九是堅
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十是堅持
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這些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是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
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
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2019年1
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
漲1.7%，低於上月0.2個百分點，為2018
年 2月以來最低，連續兩個月處在1時
代；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
比上漲0.1%，較去年12月大幅回落0.8個
百分點，連續7個月回落，創2016年9月
以來最低。專家表示，目前通脹整體溫
和，但物價持續下行凸顯需求疲軟、企業
盈利惡化之憂，預計近幾月財政和貨幣政

策發力支持經濟的效果，將在年中和下半
年顯現出來。

豬肉價格下降3.2%
從同比看，CPI食品價格上漲1.9%，回

落0.6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下降
3.2%，降幅擴大1.7個百分點。非食品價
格中，教育文化和娛樂、醫療保健、居住
價格分別上漲2.9%、2.7%和2.1%；交通
和通訊價格則連續兩個月下跌，汽油和柴
油價格亦分別下降6.2%和6.5%，為連續2

個月同比下降。
在PPI方面，由於原油價格有所企穩，1
月PPI環比下降0.6%，降幅收窄0.4個百
分點。

PPI較2018年偏弱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指出，

1月CPI和PPI反映整體經濟面較弱，今年
對於內地以及全球經濟來說是比較艱難
的，面臨着經濟緊縮的風險。今年上半年
整體經濟仍然會延續弱勢狀態，而政府去
年下半年財稅、貨幣政策的轉向和發力，
會在今年年中及下半年顯現出來。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王涵表

示，1月油價繼續拖累CPI和PPI，但有
所趨緩。同時，豬肉、鮮菜等食品價格
環比亦較往年低，也拖累CPI回落。考
慮到國際油價已從去年末開始出現明顯
反彈，後續石化產業鏈對於通脹的拖累
將明顯減弱。
預計豬價壓力將在2季度開始體現，未

來豬肉價格回升可能抬升CPI水平但幅度
有限。工業品價格PPI，由於今年需求整
體有下行壓力，原材料價格整體仍然會較
2018年偏弱，因此預計2019年全年PPI仍
然較2018年偏弱，單月同比或會降至零以
下。

比亞迪將在巴西建全球首條跨海雲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內地企
業比亞迪巴西分公司總經理李鐵當地時
間13日在巴西薩爾瓦多與巴伊亞州州長
魯伊．科斯塔（Rui Costa）正式簽署合
同，將在巴西名城薩爾瓦多修建全球首
條跨海雲軌。
2018年5月，比亞迪提交的軌道交通方
案在巴伊亞州競標中成功中標，比亞迪將
投資25億雷亞爾（約合6.89億美元）在該
州首府薩爾瓦多建設全球首條跨海雲軌。
這條軌道交通線路（雲軌）全長約20
公里，將替換當地已經運營100多年的鐵
路。工程分兩期建設，一期約4.6公里，
二期約15.4公里，計劃於2020年年中和
2020年年底建成通車。
科斯塔在簽約現場說，「我們最初想

選擇輕軌，後來看到比亞迪的雲軌方

案，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比亞迪的雲軌
技術非常先進。」
李鐵表示，比亞迪在薩爾瓦多修建跨

海雲軌將為當地民眾帶來更加低碳、便
捷、智能的出行體驗，將大大改善當地
的交通條件。這是比亞迪推動全球交通
革命的重要一步。
薩爾瓦多位於巴西東北部的海濱地

帶，人口約380萬，是巴西第四大城市，
1549年到1763年曾是巴西首都，文化底
蘊深厚，旅遊資源十分豐富。
「雲軌」屬於中運力的軌道交通，搭
載無人駕駛系統等多項高科技配置，自
推出以來，深受國內外市場的追捧和青
睞。目前，比亞迪已與內地多個城市，
以及菲律賓、柬埔寨、埃及等國家就推
廣雲軌達成合作。

穗
今
年
90
億
投
灣
區
交
通
基
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公佈在
即，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成為重頭
戲。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州市交通
運輸局獲悉，目前廣州正重點開展大灣
區發展規劃交通專項實施方案等專題研
究工作，僅今年投資超90億元（人民
幣，下同），推進22個交通項目。其
中，南中高速（廣州南沙至中山）項目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預計今年內動
工，與深中（深圳至中山）通道直接對
接，屆時廣州南沙自貿區將直通中山、
深圳等大灣區城市。

虎門二橋擬上半年通車
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巡視員劉海崢表

示，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交通
專項實施方案」將推動大灣區高速公路
網進一步互聯互通，強化交通引領帶動
作用。其中，今年將統籌推進虎門二
橋、機場第二高速北段等22個交通項
目，計劃投資約90.65億元。作為大灣區
重點交通工程，跨越珠江東西岸的虎門
二橋計劃於今年上半年建成通車。
「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背景下，廣州

急需抓住機會，積極主動向外延伸自己
的交通，與大灣區各城市加強聯繫。廣
州將規劃建設一條『南中高速』，與深
中通道直接對接。」劉海崢透露，目前
南中高速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最快
可於今年內動工，預計南中高速完工
後，從廣州南沙自貿區往返中山、深圳
等地將更便捷，大灣區城市間的聯繫將
更加緊密。
同時，從埔（廣州從化到黃埔）、增

天（增城到天河）等高速路也加快建
設，加強城市間的聯通。此外，廣州還計劃在市區
修建一條快速通道直達廣州南站。屆時，該快速通
道將從東曉南高架連通環城高速東南環，然後跨越
珠江、洛溪島、南浦島，專線直達廣州南站，預計
投資85億元，屆時從越秀區到廣州南站僅需15分
鐘車程。

■廣州今年投資超90億元建22個交通項目，連通
大灣區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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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市場主體數量增長迅速，對
市場監管也提出更為嚴格的要

求。馬正其介紹，國務院近日印發
的《意見》提出，在市場監管領域
全面推行部門聯合「雙隨機、一公
開」監管，要堅持全面覆蓋、規範
透明、問題導向、協同推進，增強
市場主體信用意識和自我約束力，
對違法者「利劍高懸」，切實減少
對市場主體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干
預，對守法者「無事不擾」。

監管全覆蓋常態化
所謂「雙隨機、一公開」監管，
是指從2015年起，中共中央、國務
院開始部署在市場監管領域各部門
的日常監管中推行隨機抽查新模
式，要求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
選派執法檢查人員，並及時向社會
公開抽查檢查結果。
根據《意見》，內地各省（區、
市）建設本轄區統一的「雙隨機、
一公開」監管工作平台。而且，要
統籌建立健全覆蓋本轄區各層級、
與抽查事項相對應的隨機抽查「兩
庫」，其中檢查對象名錄庫既可以
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
體，也可以包括產品、項目、行為
等，避免出現監管真空。執法檢查
人員名錄庫應包括所有相關的行政

執法類公務員、具有行政執法資格
的工作人員和從事日常監管工作的
人員，並按照執法資質、業務專長
進行分類標注，提高抽查檢查專業
性。
馬正其強調，到2019年底，市場

監管部門將完成雙隨機抽查全流程
整合，實現「雙隨機、一公開」監
管全覆蓋、常態化，並力爭三到五
年時間內，使市場監管領域新型監
管機制更加完善，實現綜合監管、
智慧監管。
消息指，中央近期會公佈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馬正其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戰
略，作為市場監管部門，國家市場
監管總局將主要提供四方面支持：
其一，在市場准入上學習發達國家
經驗，與國際市場接軌，以更高效
便捷的方式支持大灣區各方面企業
的註冊登記和發展；其二，制定更
科學有效的監管辦法，讓市場監管
更有力，同時更方便群眾監督；其
三，為大灣區企業在知識產權、商
標方面做好保護工作；其四，維護
好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香港消費維權就做得很好，這
一點我們還得學習，把這些吸收起
來，進行大膽的試驗，大膽的探
索。」馬正其指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自去年3月內地各類

市場主體總量首次突破1億戶後，內地市場主體數量繼續保持

快速增長。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馬正其昨日在國新辦介

紹，截至目前，內地市場主體數量已達到1.11億戶，其中企業

3,500萬戶。根據國務院近日印發的《關於在市場監管領域全

面推行部門聯合「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到今年底市場監管部門將完成雙隨機抽查全流程

整合，實現「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全覆蓋、常態化。對於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即將出台，馬正其表示，將以更高效

便捷的方式支持大灣區企業註冊登記和發展。

食品藥品監管續「嚴防死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去年以來，接連
爆出的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
和保健品亂象，使得食品藥品
監管受到各界關注。國家市場
監管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強調，
對於食品和藥品的監管，將繼
續「嚴防死守」。
據了解，去年12月24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提出，要全
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市
場監管，特別是強化食品藥
品、特種設備等重點領域監
管。馬正其介紹，隨機抽查事項分為
重點檢查事項和一般檢查事項，其中重
點檢查事項針對涉及安全、質量、公共
利益等領域，抽查比例不設上限。
「凡是有投訴舉報的、凡是監管幹

部掌握到明顯涉嫌違法的，還有大
數據上掌握到這個企業群眾反映很

多的，這種企業隨時出現隨時查。
這就是一般和重點檢查的區別。」
馬正其表示，對有問題的、有投訴
舉報的、風險高的，隨時都要查，
特別是藥品食品還要實行「嚴防死
守」，而因為風險高，「一年查幾
次都有可能」。

■馬正其介紹，今年底，市場監管部門將實現「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全覆
蓋、常態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春節前夕，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人員檢查
南山區藥品流通企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