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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金融開放 中美可達共識
貿易談判過程艱苦 欲達協議需相向而行
兩會關鍵詞
去年底「基因編輯嬰兒事
件」引發輿論高度關注。正在
參加全國兩會的多位醫藥衛生
界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填補行
政法律法規空白。

基因編輯

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徐自強
胚胎形成的生命在形成意識之前，「任人
宰割」是行不通的，基因編輯嬰兒存在嚴
重的倫理問題。
▲商務部部長鍾山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一醫院副院長秦叔逵

新華社

基因研究確實很重要，但醫學研究必須樹立
倫理意識，遵守法律法規，得到相關部門的
申報批准。沒有完備手續、不遵守國際規則
的操作，將受到批評和懲罰。在類似事件上
必須防患於未然，出台有關政策法規，填補
行政法律法規空白，樹規立章。

▶商務部部長鍾山透露，中美雙方
同意繼續延長磋商期限。圖為容量
為 20,000 個標準箱的中國遠洋運
輸貨輪正靠向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2019 年全國兩會第

後指出，中美磋商堅持「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原則，相互尊重，就是尊
重各自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平等
互利，就是磋商的地位是平等的，磋
商的成果是互利的。

90 天期限內，雙方開展了 3 輪高級
別磋商。「磋商過程很艱難，也很
辛苦。難就難在兩國的制度、文化
和發展階段都有很大差異，雙方要
達成共識，需要求同存異，付出更
大努力。辛苦是因為磋商時間很
短，當時確定的是兩天磋商時間，
後來又增加了兩天，但還是很緊
張，內容很多，需要雙方團隊加班
加點、夜以繼日地工作。」
鍾山表示，磋商富有成效，取得
階段性重要進展，在一些領域有了
突破，雙方同意繼續延長磋商期
限，在這個期間不提高關稅的稅
率。目前，工作團隊還在繼續磋
商，還有許多事要做，更加需要中
美雙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假
如中美能夠達成協議，將有利於兩
國經濟發展，也有利於世界經濟發
展。」

雙方團隊加班加點工作

主動開放配合發展需要

就中美磋商進展，鍾山介紹，在

郭樹清在「部長通道」上表示，

二場「部長通道」昨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開幕式
後舉行，就備受關注的中美貿易談判問題，商務部部長鍾山
透露，中美雙方經過 90 天磋商，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進展，
在一些領域有了突破，雙方同意繼續延長磋商期限，並在此
期間不提高關稅的稅率。鍾山指出，中美經貿磋商要達成協
議需雙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
會主席郭樹清表示，在金融領域開放方面，中美雙邊是完全
能夠達成一致的，雖然目前還存在小分歧，但問題不是太
大，此前雙方存在的一些誤解，也可以消除。

鍾山介紹，首先，中美經貿磋商要
共同落實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

他在此處特別強調了「共同」兩字。
鍾山表示，去年12月，中美兩國元首
會晤後，中美兩國股市止跌回升，也
帶動全球股市上揚。這說明，兩國元
首的共識，體現了中美兩國的共同願
望，體現了全球的共同期待。鍾山隨

最近中美雙邊貿易談判在六個方面
取得實質性突破，其中服務業和匯
率與金融關係很大，有實質性進
展。他說，就金融領域的開放，中
美雙邊是完全能夠達成一致的，雖
然現在可能還有一些小的分歧，但
問題不是太大。
郭樹清就此解釋，首先，中國金
融開放是中國金融自身發展和中國
經濟發展所需提出的主動開放；其
次中美在金融業方面過去交流很
多；第三，中美之前存在的一些誤
解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比如美國政
府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一些官
員，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推動人民
幣貶值來獲得競爭優勢，這並不是
事實。中國一直在維護人民幣匯率
穩定，沒有把匯率作為一個貿易競
爭的工具。
郭樹清表示，中美接下來的談
判，比較容易在金融開放領域達成
共識，中方也非常有把握執行落實
這些協議。

農工黨中央
擬提交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關於加
強人類胚胎基因利用法律管控的提案》指
出，中國行政法律法規對該類行為並無實質
處罰條款，刑法並沒有將該類行為界定為犯
罪，這個空白若不能盡快得到補正，將存在
人體健康風險、基因安全風險等較大風險。
《提案》建議，加強行業技術標準建設，增
強行業管控；盡快填補行政法律法規空白，
增強行政管控；加強刑事法律責任配置，增
強犯罪預防。
■資料來源：中新社

女代表笑對外媒刁難提問

海關總署：去年
「洋垃圾」
入境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
關總署署長倪岳峰昨日在北京稱，
去年內地固體廢物進口降幅達
46.5%，今年將繼續採取專項行動
打擊「洋垃圾」走私。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當天在
北京開幕。倪岳峰在「部長通道」
上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過去一年，
海關堅決打擊「洋垃圾」走私，共
實施五輪專門針對固體廢物的走私
打擊行動，取得「非常大的威懾效
果」。

此外，中國還倡議各國開展實施聯
合執法行動。「如果大家一起治理『洋
垃圾』，這個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如
果有的國家治理，有的國家不治理，
『洋垃圾』走私這個問題永遠都會存
在」。倪岳峰稱，「大地女神」專項
行動在全球共有 75 個國家和地區參
加，促進了世界各國共同重視固體廢
物的回收利用和處置。
在加強對固體廢物進口監管方
面，倪岳峰稱，官方在口岸上對固
體廢物進口實施了「最嚴格的查

驗」。在有大型集裝箱檢測設備的
現場，對所有固體廢物進口進行機
檢；沒有大型集裝箱檢測設備的現
場，通過人工掏箱查驗，實現百分
之百查驗。在嚴厲監管下，去年內
地固體廢物進口下降46.5%。
同時，海關還加強了源頭監管和
後續稽查，對違法違規的企業一律
撤銷其經營資質。
倪岳峰稱，今年將啟動「藍天
2019」 專 項 行 動 ， 繼 續 堅 決 打 擊
■海關總署署長倪岳峰
「洋垃圾」走私。

■全國人大
代表侯湛瑩
面對外媒刁
鑽提問，表
現得十分得
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俞晝 攝
新華社

苗圩：研建「揭榜掛帥
揭榜掛帥」
」機制促創新
率、社保繳費比例、製造業用電成
本等。「這一系列的措施為我國製
造業的發展帶來了非常良好的預
期，這也為製造業企業渡過眼前的
困難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四快」
抓質量
■工信部部長苗圩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十
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在北京
開幕，「部長通道」於開幕會後再
次開啟。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歡迎國外企業
到中國投資、發展，一起分享發展
成果。
苗圩談到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的一系列支持製造業發展的政策
措施，包括降低製造業的增值稅稅

苗圩表示，為了貫徹落實好中共
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工業和
信息化部決定從「四快一好」幾個
方面抓好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加快製造業創新能力的建設。其
中包括探索建立「揭榜掛帥」的機
制，彌補共性技術缺失，加快製造
業創新中心建設的步伐，也包括加
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強化工業製造
業發展的基礎能力建設。
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繼續抓好
鋼鐵、電解鋁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
的作用，防止「地條鋼」（難以符

合國家標準，產品質量不穩定）死
灰復燃，防止盲目擴大新增產能。
與此同時，加大對傳統行業的技術
改造支持力度，通過使用新技術、
新工藝，更換新的設備，使他們轉
型升級，加快培育新興產業發展。
加快融合發展。加快工業化和信
息化的「兩化」融合發展，推動製
造業企業循着數字化、網絡化、智
能化發展的方向，一步一步向智能
製造邁進。還要推動製造業和服務
業的融合發展，推動軍民融合發
展。
加快紓憂解困工作。除了落實好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政策措施之
外，還要加大對民營企業、中小企
業欠款的清欠力度。另外還要解決
企業長期存在的融資難、融資貴，
建立涉企收費的一張清單，用這些
措施來解決企業所面臨的眼前這些

困難。

「一好」
解困難
「最後一個是『好』，就是為企
業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苗
圩說，其中包括加大「放管服」力
度，簡政放權，減少註冊的時間、
取證的繁文縟節。另外要加大產業
政策的競爭中性原則，消除過去在
所有制上面存在的歧視性問題，加
大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支持，使大中
小企業能夠做到融通發展。
「最後我們還要進一步擴大對外
開放，歡迎國外企業到中國投資，
到中國發展，和我們一起分享發展
的成果。同時我們也要鼓勵中國有
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發展，能夠和當地融
合在一起，取得合作雙贏這個目
的。」苗圩說。

昨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
幕，來自各地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

人民大會堂前排成數列，有序準備進場。忽然，
兩位外國記者衝到了一位女代表面前，採訪設備
險些觸到女代表的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出於保護女代表目的，下意識走近他們身邊，
聽到了外國記者提問：「中國經濟是不是放緩了？你覺得中美貿
易戰哪方會贏？你對中國外貿的未來走勢是否悲觀？」一連串問
題聽起來頗為棘手。女代表全程保持微笑，先是表示自己從事工
藝美術行業，隔行如隔山，不便回答經濟問題。「但是我想說，
中國老百姓萬眾一心，會渡過貿易摩擦這個難關。」
一看挖不到什麼料，兩位外國記者隨即離開。隨後，記者了解
到，這位女代表名叫侯湛瑩，今年 37 歲，是北京握拉
菲首飾有限公司設計部主任，曾經參與 2014 年 APEC
會議各國領導人配偶禮——《和美》純銀絲巾果盤的設
計。「我們設計的產品能夠作為國禮送給外國貴賓，將
中國文化帶到世界各個角落，我感到無比自豪。」
繼去年帶來「關於青年工藝美術人才的吸引、培養和
保護」的議案後，今年她的議案仍是關注傳統工藝美術
的傳承和發展問題。「傳統工藝美術是中國文化自信的
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新生，需
要不斷有新鮮的血液加入。」對此，侯湛瑩建議，要在
中小學的教學中增加傳統工藝知識，讓孩子們從小喜愛
中國傳統文化和工藝美術。「工藝美術行業的發展，迫
切需要解決人才儲備和管理問題，如建立人才數據庫
等，並且對青年人才的價值觀有一個正確的引領，穩步
提高工藝美術人才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