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兩會兩會 A1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3月10日
兩會看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人 大

上午9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
外商投資法草案

下午3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外
商投資法草案

政 協

上午9時 小組會議（圍繞學習貫
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
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交流研
討，結合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政協
全國委員會2019年協商計劃討
論政協工作）

下午3時 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
第三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

商務部：兩國取得重要共識 看好磋商前景

中美達經貿協議
機制須雙向公平

記者會

上午8時45分 中國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
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等政協委
員談新時代政協履職

上午10時30分 中國人民銀行行
長易綱，副行長陳雨露，副行
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
勝，副行長范一飛就「金融改革與
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下午3時 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徐顯明等就
「人大監督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
報道）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昨日
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國有企業和其
他企業一樣，都是市場競爭的主體。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
我約束、自我發展。中國沒有制度性
的特殊安排給國有企業額外補助，國
有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同樣參與市
場競爭，同樣受到法律保護。

規範補貼公平競爭
針對外界質疑中國對國有企業進

行補貼，肖亞慶回應稱，國資委特
別對中央企業進行過梳理，可以
講，中國的法律法規沒有專門針對
國有企業補貼的規定，中央企業也
沒有基於所有制的補貼。「就是沒
有只給中央企業、國有企業，而不
給別的企業。」
他強調，目前國家和有關部門都

在清理和規範各種補貼，這將有利
於為各類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
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
有利於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他續指，「中美貿易談判我們也
非常關注。中央企業和國有企業，
與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世界諸多著
名企業都有貿易往來和投資往來。
所以，我們期望中美兩個這麼大的
貿易經濟體能夠有個好的結果，很
樂意看到貿易爭端能夠進一步減
少，創造一個好的企業發展環境和
經營環境。」

國企央企擴大開放
肖亞慶還強調，合作是競爭的重

要前提。國有企業和各類所有制企
業、國外企業都有良好的合作。合
作反過來也使得中國企業特別是中
國的國有企業乃至中央企業進一步
深化改革，進一步提高發展質量，
也進一步加強管理。這種共贏的局
面是國資委期望看到的。
他表示，國有企業、中央企業會

進一步擴大開放，尋求更多的合作
機會，在開放合作中建立市場主體
地位。「這種發展過程和方向肯定
是市場化和國際化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中
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昨日在兩會記者會
上表示，中國對外投資已經成為拉動全球
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引擎。但近年來一些
國家加嚴了對外國投資的安全審查，給中
國企業「走出去」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商
務部將通過搭平台、強能力、防風險三方
面引導中國企業對外理性投資、有序地
「走出去」。

中國對外投資 成為全球投資引擎
錢克明說，中國對外投資已經成為拉動全

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引擎。據中國商務部
統計，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300億美
元，規模穩居世界前列；中國對外投資為東
道國創造就業170萬，貢獻稅收近400億美
元，效果非常好。
「但近年來一些國家加嚴了對外國投資的

安全審查，給中國企業『走出去』造成了一
定的困擾。」錢克明強調，中方一貫堅決反
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更不希望看到安全
措施被濫用，給正常的投資設置障礙，中方
願意與有關國家一道，共同為投資者營造公
開、透明、便利的營商環境，推動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
錢克明表示，下一步商務部將通過搭平

台、強能力、防風險三方面引導中國企業對

外理性投資，有序地「走出去」。一是升級
一批境外經貿合作區，同時新建一批境外經
貿合作區，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二是加強對企業對外投資的培訓，提高
國際化投資和運營的能力，鼓勵企業相互抱
團，優勢互補，集群式「走出去」，提高綜
合競爭能力；三是定期更新對外投資合作國
別（地區）指南，包括投資政策、投資環
境、投資風險，特別對投資的風險進行分析
和預警。

借貸雙方的事 第三方操心沒必要
他同時回應了「一帶一路」建設加重沿線

國家債務壓力的問題。錢克明指出，有些國
家債務上升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這都是有統
計數據的。如最近比較受關注的巴基斯坦，
它的外債裡有42%是從多邊機構借的，中國
債務僅佔10%左右。
錢克明續指，世界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基

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而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發展中國家一大批
港口、機場、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只有需要錢的，才
願意借款；只有關係好、資金比較安全的，
才願意貸款。第三方老在操心借貸雙方的
事，我覺得沒有必要。」

引導中企理性有序「走出去」

國企無制度性額外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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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吃牛肉漢堡、萊特希澤吃茄子雞丁，這樣的
畫面你能想像到嗎？在昨日兩會記者會上，中國商

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就透露了中美
經貿磋商中這樣一個有些不同尋常的小細節。

「共同點」喝白開水
「磋商過程中，大家中午吃盒飯。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

細節，劉鶴副總理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都是從外面買
來的盒飯，劉副總理吃的是牛肉漢堡，萊特希澤吃的是茄
子、雞丁。在整個磋商過程中，有咖啡、有茶，但是他們
兩位喝的都是白開水，這就是要找共同點。」王受文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王受文表示，從去年12月1日到今天，在三
個多月時間內，雙方經貿團隊已經舉行了

三輪高級別磋商，可以說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都
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目前，雙方經貿團隊正在
繼續全力進行溝通、磋商文本。

目標是取消所有互加關稅
對於中美經貿磋商的前景，王受文認為，是
有希望的。首先，中美兩國元首已經達成了重
要共識，確定了原則和方向，就是要全部取消
相互加徵的關稅。其次，雙方經貿團隊的工作
是夜以繼日的。
「在三個多月的時間內，已經進行了三輪磋

商。今年春節假期結束後的第一天，中美雙方
就在北京進行了磋商；北京磋商之後不到三
天，中國代表團又去華盛頓進行磋商。」王受
文透露，在華盛頓的時候，有一天下大雪，美
國政府「關門」了，但是雙方團隊還在繼續溝
通磋商。
王受文強調，相互加徵關稅對任何方面都沒
有好處。從美國最近公佈的統計數字看，美國
對全球出口增長了7%以上，但是對中國出口卻
下降了7%。今年前兩個月的統計數字也顯示，
中國與美國的進出口貿易下降了19.9%。
「可以說，相互加徵關稅對工人不利、農民

不利、出口企業不利、製造企業不利，它損害
了投資者的信心，減緩了企業做出投資決策；
相互加徵關稅，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中國的利
益，也損害了世界的利益。」王受文說。

協議應互利符合世界期待
至於實施機制，王受文強調，任何實施機制
必須是雙向的、公平的、平等的。中美達成一
個互利雙贏的協議，符合美國的利益，符合中
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期待。
此外，面對不確定性增多的複雜形勢，中國要

如何穩定外貿？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當天在同一
場合指出，今年外貿要落實好中央穩外貿政策措
施，如出口信保、融資信貸、貿易便利化等，切
實為外貿企業減負增效；要穩主體，增強各類企
業的發展信心，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要穩市
場，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優化國際市場
佈局，鞏固傳統市場，不斷開拓新興市場。

續開拓潛力巨大新興市場
「2018年新興市場佔外貿整體的57.7%，比

上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新興市場潛力很
大。」鍾山說。他還特別強調了民營企業在穩
外貿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民營企業已成為中
國對外貿易的主力軍，去年佔比達到48%。商
務部會進一步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發揮他們更
大的作用。
此外，鍾山提醒，中國外貿總體上仍然「大
而未強」，要重點鼓勵高技術、高質量、高附
加值產品出口，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要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
把創新優勢轉化為出口的競爭優勢，推動中國
外貿實現由大到強的跨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

會報道）備受關注的中美貿易談

判進展情況如何？多次參與兩國

經貿磋商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

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昨日

在兩會記者會上透露，中美經貿

磋商的前景是有希望的。目前，

雙方經貿團隊正在繼續全力進行

溝通、磋商文本，按照兩國元首

確定的原則和方向，達成一個協

議，取消所有相互加徵的關稅，

使中美雙邊貿易能夠回到正常的

軌道上來。王受文並強調，任何

實施機制必須是雙向的、公平

的、平等的。中美達成一個互利

雙贏的協議，符合美國的利益，

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

期待。

■ 十三屆全國人大
二次會議新聞中心
昨日舉行記者會，
商務部部長鍾山
(中)、副部長兼國際
貿易談判副代表王
受文(右)、副部長錢
克明回答中外記者
提問。 新華社

■■經過多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經過多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雙方已在多項雙方已在多項
領域取得實質進展領域取得實質進展，，達成重要共識達成重要共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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