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記者會甫一結
束，未來得及提問的
記者們紛紛站起，湧
向李克強總理進行

「搶問」，包括股市、五一小長假等
多個問題。對此，李克強總理相當親
和開放，他從主席台站起，身體前
傾，無奈七嘴八舌擾攘難辯。當李克
強總理轉身從主席台右邊離開，走向
斜坡台階時，右排記者亦紛紛「搶
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第二排大聲發
問：「請問總理，今年會否去大灣區
調研和創業港青座談？」李克強停下
腳步，側轉身形望過來，似未聽清楚
具體內容，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提問
「總理今年會否到大灣區調研」，李
克強總理響亮回應：「會的，會去
的，廣東我隨時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海巖、凱雷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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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資可參照適用新法
李克強：將縮短負面清單 擴外商「非禁即入」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昨日在北京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下稱外商投資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總理記者會上，對

外商投資法的適用範圍及出台意義等作出說明。他明確，港澳台投

資是可以參照或者比照適用剛剛通過的外商投資法。他又強調，會

繼續沿用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一步，中國政府會推出一系列有

關的法規和文件，包括更短版本的負面清單、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

以保護知識產權等，讓外商投資法順利實施，外商「非禁即入」範

圍會越來越大。

再推新措惠台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李

克強昨日在總理記者會上表示，大陸已經出台
了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31條惠台
措施」，現在的問題是要把這「31條惠台措
施」扎扎實實地落到位，而且在這個過程當
中，還應當有新的舉措。他強調，兩岸同胞共
享發展機遇，走得越近越親，兩岸關係的發展
就會越好越實，「我們都希望能夠共圓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李克強表示，今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
要講話，闡述了我們關於台灣問題的大政方
針、原則立場。李克強指出，我們將繼續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促進祖國
和平統一。

扎實推行「惠台31條」
他續指出，兩岸同胞同根相繫，我們願意出

台更多的優惠政策，讓台灣同胞在大
陸不論是投資興業、就業就學、生活
居住，都能夠享受到和大陸同胞同等
待遇。而已經出台的「31條惠台措
施」，他也表示，要「扎扎實實地落
到位」，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應
當有新的舉措。

 &

強化知識產權法強化知識產權法 引入懲罰性賠償引入懲罰性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

道）李克強昨日在總理記者會上表示，政
府將推出一系列有關的法規和文件，讓外
商投資法順利實施，並實行准入前國民待
遇和負面清單制度，推出新的負面清單。
李克強稱，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
護，將修改知識產權法，對侵權行為引

入懲罰性的賠償機制，發現一宗就要處
理一宗，而且要讓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無處可遁，也希望外國政府公正地看待
中國企業和國外企業雙方自願的合作。

新增行政機關保密規定
據了解，為增加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

度，外商投資法在強化侵犯知識產權責
任追究方面增加了「對知識產權侵權行
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同時，
新增了一條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保密規
定」的內容。
「保密規定」指出，行政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對於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外國

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的商業秘密，應
當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同時，在法律責任章節，增
加「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洩露、非法向他
人提供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
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外商投資法是否適用於港澳台投資
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昨日全

國人大表決通過的外商投資法最終版
本中，並沒有明確說明。對此，李克
強明確表示，港澳台投資是可以參照
或者比照適用剛剛通過的外商投資
法。
「香港和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
別行政區，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
們歷來高度重視港澳台的投資，港澳到
內地的投資佔我們利用境外投資的
70%，能不重視嗎？我們會進一步發揮
港澳作為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的作
用。」李克強同時強調，長期以來行之
有效的一些制度安排和實際做法會繼續
沿用，不僅不會影響而且會更有利於吸
引港澳台的投資。國務院在制定有關法
規或者有關政策性文件的過程中，會認
真聽取港澳台同胞的意見，切實保護好
他們的合法權益，也歡迎有更多的港澳
台投資。

開放措施 必定兌現
中國制定新的外商投資法取代「外資
三法」，外界普遍予以積極肯定，認為
這顯示出中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
放的自信與決心。然而，也有一些輿論
質疑中國的開放「口惠而實不至」，缺

乏實際行動。外商投資法的加速通過，
大部分只是對中美貿易談判中來自美國
壓力的回應，而且部分法律條款的模糊
性給了中國政府靈活掌握的空間，降低
了投資者對實際效力的期望。
對此，李克強回應稱，對外開放是中

國的基本國策，讓中國人民普遍受惠，
也有利於世界，何樂而不為。
他指出，開放的措施說出去了，當然
要兌現。像去年，中國一些重大基礎產
業放開外資投入的股比，有很多重大項
目落地，中國去年利用外資仍然是發展
中國家中最多的。中國會繼續聽取各方
面的意見，繼續保持對外開放熱土的溫
度。

保護外商 規範政府
至於外商投資法出台的意義，李克強
強調，是要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護外商
投資、吸引外商投資，同時亦為了規範
政府的行為，要政府依法行政，而且政
府要根據這個法律的精神出台一系列法
規、文件，保護外商權益，比如信息投
訴機制如何公開、透明、有效。「總
之，今年我們對外開放的舉措會不斷地
推、繼續地推。我多次講過，中國的開
放舉措，往往不是一攬子推出來的，每
年甚至每個季度都在出，但回過頭來

看，積累起來就會帶來想像不到的巨大
變化。」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在京

表決高票通過了外商投資法，其中
2,929票贊成，8票反對，8票棄權。新
通過的外商投資法分為6章，包括總

則、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資管
理、法律責任、附則，共42條。試行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
度，強調內外資企業規則統一，並保
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完善外商投資
企業投訴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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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
決通過了外商投資法決通過了外商投資法。。 中新社中新社

■■港澳台投資可以參照或者比照適用外商港澳台投資可以參照或者比照適用外商
投資法投資法。。圖為香港企業去年參加了首屆中圖為香港企業去年參加了首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眾志」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反
對修改逃犯條例，其間有人衝入政總東翼
地下大堂內靜坐，更衝撞保安員，導致一
名女保安人員受傷。「眾志」成員目無法
紀，重演「佔領政總」鬧劇，正正暴露放
生黃之鋒、縱容違法暴力的後果。當局必
須依法追究「眾志」成員的刑責，以彰顯
法治公義並起阻嚇之效，防止違法暴力氾
濫成災。

近年社會每逢有爭議性事件，不論是
政治還是社會民生議題，都有一些人不是
以理服人，而是訴諸暴力、擾亂秩序，肆
意引發警民衝突，導致社會紛亂。「香港
眾志」正是這股歪風的重要源頭。黃之
鋒、羅冠聰及周永康三人在 2014 年非法
「佔中」前夕，突然衝擊政府總部，打出
非法「佔中」的第一擊，成為令香港陷入
79日無法無天的半癱瘓狀態的前奏。

後來，黃之鋒等3人一度被判非法集結
罪成，更在上訴庭改判入獄6至8個月。
但三人終極上訴刑期「得直」，獲維持判
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判罰太輕，難以發揮
阻嚇作用，衝擊政府總部幾乎毫無代價，
法律也約束不到衝擊的暴力行為，難怪
「香港眾志」成員仿效黃之鋒，對政府不
開放總部以作示威之地的禁令和慣例視若
無睹，反以衝擊、佔領為能事，藉以博出
位、吸眼球。

日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出席離島區
議會後，交代《逃犯條例》的最新進展，

黃之鋒等數名「香港眾志」頭目聞風而
至，在李家超身後一直高舉反對修例的標
語，更兩度企圖阻止李家超離去，並與在
場警員發生衝突，造成混亂。「香港眾
志」成員違法一再被放過，以至暴力行為
愈演愈烈，越來越放肆。另外，當年煽動
違法「佔中」的搞手，至今仍逍遙法外，
「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的歪理仍有市
場，繼續荼毒青年學生，也是違法暴力事
件層出不窮的根本原因。

香港有高度言論自由、遊行示威的自
由，但香港是法治社會，表達意見必須合
法、和平、理性。違法表達意見，就算一
時逃過懲罰，但「遲早要還」，最終還是
會受到應有制裁。近年來，包括梁天琦在
內，不少參與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的
年輕人因違法暴力而鋃鐺入獄，人生蒙上
污點；有理工大學的學生，因為禁錮、羞
辱副校長及學務長，被勒令退學及終生不
獲錄取，斷送大好前途。

「香港眾志」暴力衝擊政總的歪風絕
不可長，政府必須依法追究到底，該檢控
就檢控。終審法院有關黃之鋒衝擊政總案
的判詞明確指出，有關衝擊行為並不是和
平，而暴力非法集結亦不會被寬容。儘管
黃之鋒三人提出刑期上訴「得直」，但有
關原則將會沿用在之後的判決中。政府應
通過法律途徑，撥亂反正，遏止違法暴
力，警醒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讓社
會重在法治正軌上運行。

嚴正處理衝擊政總 防暴力歪風氾濫
昨日，總理李克強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表

示，中國有決心和能力不讓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
間；他又指出，港澳台投資可比照適用《外商投資
法》，強調重視港澳台三地投資。中央實事求是直
面複雜的經濟挑戰，更採取壯士斷腕的改革，通過
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鼓勵港澳台投資等一系
列強有力措施，釋放市場活力，保持經濟平穩增
長， 實現「六穩」目的。中央的措施，進一步增
強各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有利於香港把握粵港
澳大灣區機遇，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內地
共同實現高質量發展。

中國今年GDP增長目標定為6%－6.5%，被形容
為近30年來最慢，中國經濟「穩就業、穩金融、
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能否實現、如
何實現，自然也成為中外記者追問的焦點。

李克強總理指出，中國經濟的確面臨新的下行
壓力，中國適度調低增速預期目標，用的是區間調
控的方式，既和去年經濟增速相銜接，表明中國有
決心，不會讓經濟運行滑出合理的區間，給市場發
出穩定的訊號。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面對新的
下行壓力，不搞大水漫灌的刺激措施。中國要堅持
激發市場活力頂住下行壓力，推動市場發展，擴大
發展力量，繼續推動減稅降費和簡政放權，釋放市
場創造力。

正是基於對經濟形勢有準確判斷和充分準備，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提出創新到位的調控方式，包
括大手筆減稅降費2萬億元，主動減輕企業負擔，
李克強總理形容為「動政府利益」、「割自己的

肉」，是「刀刃向內、壯士斷腕」的改革；
另外，今年將在去年 4 次降準的基礎

上 ， 再 降 低 1 個 百 分

點，為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並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型或價格型工
具，讓實體經濟得到更有效的支持。

內地每年新增勞動力 1,500 多萬，今年要確保
1,100萬人以上就業，更希望達到1,300萬人以上就
業的目標，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李克強總理指出，
今年就業優先的政策首次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並
列為宏觀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不管是減稅、還是
降低實際利率，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就業進行。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首先是保就業；不許經濟
滑出合理區間，就是不讓出現失業潮。眾所周知，
企業活，經濟才活，就業才多。中央「放水養
魚」，激發企業這個市場主體的活力，將收穫「一
招妙棋、滿盤皆活」的功效。

剛 結 束 的 人 大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了 《 外 商 投 資
法》，當中沒有涉及到港澳台的投資，包括本港商
界在內的港澳台社會，格外關心國家有關政策會否
有變。李克強總理回應有關提問時指出，港澳台投
資可以參照或比照適用《外商投資法》，而且我們
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實際做法要繼續沿
用，不僅不會影響，而且會有利於吸引港澳台的投
資。這是為港澳台派下「定心丸」。

港澳台屬單獨關稅區，港澳台資不同於外資，
也不完全等同內資，具有特殊性。更重要的是，
港澳台在國家招商引資中的作用舉足輕重。正如
李克強所指，港澳到內地的投資佔我們利用境外
投資的 70%，能不重視嗎？現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出台，香港應乘勢而上，
積極作為，繼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動國家經
濟平穩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亦成就香港自
己，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壯士斷腕改革穩經濟 增強港澳台投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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