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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減稅降費 完善金融服務
在山東考察 勉企業開展國際創新合作 提升中國製造水平

李克強十分關心今年更大規模減稅降費
中製造業企業受益情況。在濰柴集

團，他詳細詢問企業稅費減免的實際數額，
企業介紹從各項減稅降費政策中都獲得了明
顯實惠，有更多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加強研
發和職工培訓。
李克強說，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經濟保持平穩運行，當
前應對複雜形勢、頂住新的下行壓力，減稅
降費是關鍵之舉，從長遠看也能增強發展後
勁、培育稅源，必須確保落實到位，持續發
揮政策效應。

囑員工踐行工匠精神
他仔細聽取企業產品創新情況介紹，和
中外研發人員交流，並與企業海外研發中
心視頻連線，勉勵企業更大力度開展國際
創新合作，讓濰柴動力、讓中國裝備的動
力奔騰不息。李克強叮囑員工們踐行工匠
精神，大家一起努力打造面向世界、競爭
力強、屹立不倒的質量、品牌和信譽，提
升中國製造水平。
歌爾公司是從事智能產品等研發製造的民
營企業。負責人告訴總理，今年預計減稅降
費1億多元人民幣，隨着公司發展明年享受
政策紅利會更多。李克強走進車間和產品展
示中心，了解企業研發製造的新產品性能、

與國際先進水平對比等情況，對企業注重
研發創新、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表示讚
許。他說，中國有巨大市場潛力，要靠科
技創新、靠自己努力和廣泛合作穩健扎實
往前走，最終會贏得消費者和市場。政府
也會完善政策，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
促進提高中國整體創新水平。

促負責人關注物價變動
李克強來到齊魯銀行，考察緩解小微企

業融資難融資貴情況。他與來辦事的企業
客戶交談，詢問貸款綜合成本多高、經營
壓力是否加大等。大家反映，目前貸款貴
問題有緩解，銀行創新服務也使獲得貸款
更方便。
李克強說，小微企業量大面廣，對經濟

發展、就業擴大和民生改善至關重要，是
中小銀行的衣食父母。要健全貸款考核激
勵和盡職免責機制，鼓勵運用大數據等手
段，創新金融產品和模式，為依法納稅、
信用良好、有前景的企業發展提供優質便
捷金融支持。古詩說：「齊魯青未了」，
大家要為企業特別是小微、民營企業竭誠
服務，促進他們在齊魯大地、中國大地鬱鬱
葱葱蓬勃發展。
考察途中，李克強臨時停車走進一家水果

店，詢問水果漲價情況和原因，他叮囑隨行

的地方和部門負責同志說，現在市場供求總
體平衡，要關注部分關係群眾日常生活的產
品價格變動情況，採取適當措施，保障供應
充裕、價格合理。

李克強聽取了山東建設新舊動能轉換綜合
試驗區情況匯報，充分肯定山東經濟社會發
展取得的成績，希望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化改革開

放，頂住下行壓力、奮發進取，在支撐中國
經濟平穩運行、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繼續發揮
重要作用。
肖捷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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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省長龔正陪同下，在濰

坊、濟南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 2019
清華五道口全球

金融論壇25日在京召開，因故未能出席
的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
席郭樹清向論壇提交7,000字書面發言，
全面分析中美貿易戰形勢並回應國際質
疑。郭樹清表示，美國升級貿易摩擦不
能解決任何問題，貿易戰勢必損害全球
經濟並引起金融市場震盪。他還批評
道，指責「中國偷竊美國技術」是現代
強權邏輯，中國亦不存在所謂的「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
據媒體報道，郭樹清正在山東陪同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調研，故委託銀保監會首席
風險官兼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肖遠企
代表出席，並代念發言稿。

對華出口萎縮 損美企利益
「美國固然可以把關稅加到極限水平，
但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非常有限。」郭
樹清分析，這是因為，絕大多數輸美產品
適合內銷，加之美國之外的市場歡迎更多
中國產品；相當一部分還會出口到美國，
因找不到替代品或美國進口商願意分攤加
徵關稅成本。中國加快高質量發展，需要
將一定比例的生產轉移到海外。而中國金
融市場去年已受到過度影響，目前的韌性
顯著增強，進一步衝擊規模不會太大。
對美國而言，郭樹清認為，其自身將受
到幾乎相同力度的打擊，對中國的出口將
會萎縮，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一部分高
科技公司的收入將會下降，美國消費者和
進口商將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階層特
別是農民和藍領工人實際損失的福利更
多。美國有龐大的海外資產和負債，貿易

戰勢必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震盪和低迷。
郭樹清還指出，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目

的是減少中美貿易逆差，結果很可能效果
甚微，甚至適得其反。首先，將中國的高
科技企業列入制裁名單，明確禁止美國企
業出售產品和技術，等於是直接增加逆
差。其次，發動貿易戰震驚國際金融市
場，人民幣匯率快速走貶，美國政府馬上
又擔心關稅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
徵關稅會推高物價水平。第四，遏制住中
國對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經濟體的產
品彌補，逆差總額並不能減少。

華購美國國債 助經濟復甦
郭樹清進一步分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金額和佔比都很大，似乎吃虧，但美國實
際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極大好處。郭樹清具
體分析指，美國的進口商及跨國公司拿到
貿易差額中的絕大部分利潤，中國物美價
廉的產品輸入美國，降低了美國家庭的生
活成本。另外，美國輸往中國的產品和服
務，都是中國發揮價格支撐的領域，「例
如，糧食、能源、飛機、芯片等大宗商
品，如果沒有中國的大量採購，其價格決
不是今天的水平。」
郭樹清還表示，中國貿易順差積累的資

本，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支撐着美國的
消費和投資。截至2018年年底，中國持有
7.3萬億美元的資產，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
形態存在，使得美國市場資金成本極低，
為經濟的復甦和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
件。
與此同時，美國長期佔有中國巨額儲蓄
資源。郭樹清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
美國出現「高消費，低通脹」奇跡，一個
重要原因是人口超過歐美日總和的中國，
增加了全球消費品供給。

郭樹清析貿戰：必損全球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在當地時間23日至24日舉
行的德國波茨坦國家網絡安全會
議上，華為公司副董事長胡厚崑
表示，應以合作和理性應對數字
安全挑戰。
胡厚崑在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

說，數字科技快速發展帶來許多
新的安全挑戰，沒有個人、企業
或國家能夠單獨應對這些挑戰，
希望所有利益攸關方能夠理性、
客觀、基於事實評估風險，共同
應對挑戰。
胡厚崑說，技術發展帶來挑戰

的同時，也為誕生應對挑戰的安
全技術創造了機遇。華為將網絡
安全置於商業利益之上，這不僅
適用於企業內部，也適用於華為
整個開放的生態系統。
美國政府近期宣佈了針對華為

的限制措施。對此，胡厚崑表
示，華為受到了毫無依據的指控
和非常不公的限制，這給華為在
全球的數千家供應商和大量消費
者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一草率決
定影響了全球供應鏈，擾亂了市
場競爭，違背了國際商業價值
觀，開了危險的先例。
德國波茨坦大學哈索．普拉特納

研究所所長克里斯托弗．邁內爾當
天主持會議時表示，網絡安全是一
項全球議題，面對複雜環境，各方
應加強對話，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邁內爾表示，華為作為一家成

功的全球性企業，和哈索．普拉
特納研究所保持着研究和技術方
面的交流，在全新、複雜的數字
化世界裡，各方更應該通過對話
增進了解，「衝突沒有益處，強
迫只會導致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
授湯姆．尼科爾斯最近在《今日美
國》報上發表文章，對美國最近一個
時期的外交做派進行分析，結論是美
國外交政策已有失控傾向。而在美國
近期外交事務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約翰．博爾頓的身影隨處閃現。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發表「國際銳評」
文章指出，留意博爾頓上任以來的表
現：壓迫美國國防部出台針對伊朗的
軍事計劃，重兵圍堵波斯灣；單挑委
內瑞拉，用「門羅主義」一詞明確表
達對委內瑞拉內政的干涉；對俄羅斯
與中國無端指責、挑撥離間……博爾

頓主導下的美國外交正如脫韁野馬，
在失控的原野上狂奔。
文章再指出，作為美國鷹派代表人

物，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後，博爾頓繼續不懼打臉地信口雌
黃，一度渲染「中國導彈威脅俄羅
斯」，結果被俄方回懟，稱對俄羅斯
國家利益構成威脅的是美國和北約，
而不是中國。上個月在白宮，博爾頓
又對記者說，有古巴軍隊在委內瑞拉
境內幫助委總統馬杜羅維持政權，結
果被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在推特上怒
斥，稱博爾頓是「病態撒謊者」，向
特朗普提供錯誤信息。難怪2020年美

國總統參選人桑德斯日前對媒體表
示，美國當年靠謊言打響伊拉克戰
爭，博爾頓就是那場戰爭的「締造
者」之一。

蠻橫擋不住時代發展
文章進一步指出，其實，操縱白宮

外交政策的不只有博爾頓，還有蓬佩
奧、納瓦羅等強硬「鷹派」。他們一
心想讓美國繼續獨霸世界，為此不惜
出爾反爾、激化矛盾，甚至信口雌
黃、蓄意抹黑。但他們不自量力的
是，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着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螳臂當車般的蠻橫改變不了

時代發展大勢。在經濟全球化、政治
多極化、社會信息化進程推進下，國
際權力結構和全球秩序過去三十年來
出現重大調整。發展中國家不斷崛
起，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文章最後強調，當今世界的現實

是，美國一家獨大的時代正在逝去。
喊打喊殺的「博爾頓們」仍想用偏執
強硬的「舊藥方」對付「新問題」，
這是既看不清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也
缺乏面對時代大變局的氣度和自信，
消耗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國力、信用和
影響力。

央廣電：「博爾頓們」令美外交成脫韁野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2019中國
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以下簡稱數博會）今早在貴
陽正式揭幕。其間，華為將全球首發其系列新技術和
高科技產品。據了解，華為首先會借助會期的「數博
發佈」平台，與深耕數據庫產品基礎研究30餘年的
「易鯨捷」發佈其「易鯨捷──華為數據庫聯合解決
方案」，同時，華為雲城市峰會2019也將於27日走
進貴陽，在此次數博會開設論壇，旨在攜手「中國數
谷」，幫助更多企業在雲計算和大數據的推動下轉
型、升級，共建貴州數字生態。
據悉，此番與華為聯手首發其數據庫聯合解決方案

的「易鯨捷」，此前已不動聲色地進入了素稱數據庫
產品「高地」的銀行核心交易系統。華為此番聯手
「易鯨捷」，給業界留下足夠多的想像空間。

探討AI促行業升級
日程安排顯示，華為公司副總裁、華為雲業務總裁

鄭葉來在華為雲城市峰會2019上，將圍繞「數據+
AI，激發新潛能」致辭。此外在「普惠AI」提出一周
年的節點上，鄭葉來將在大會上再次針對如何充分利
用好人工智能作為數字經濟增長引擎、突破全行業轉
型升級展開深入探討。
據悉，華為雲在西南地區關鍵的服務節點——華為

雲貴州節點也將會在論壇正式上線，成為立足西南、
輻射全國、影響東南亞的重要數據服務節點。此外，
貴州國電南自將在該論壇上與華為雲正式簽訂合作協
議，雙方將聯合搭建安順國電南自華為數字生態雲。

華為新數據庫產品將亮相數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24日接受美國彭博電
視台採訪時表示，中方仍相信，在平等基礎
上磋商、溝通和對話是解決中美之間任何爭
議的唯一出路。中方仍將致力於此。
他說，中方希望同美方一道，推進以協
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我們
相信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還在不斷擴大，
應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當然，中
美之間總會有些分歧，應在相互尊重基礎
上善加管控。
在被問及中美兩國領導人是否會在大阪
G20峰會期間會晤時，崔天凱說，到目前
為止，雙方官方層面尚未正式探討過兩國
元首是否會晤，但這種可能性總是存在
的。他認為，中美經貿磋商之所以出現不
確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方頻繁改變
立場。中方立場始終一貫，美方卻常常出
爾反爾。
他指出，經貿磋商已進行了較長一段時
間。在此過程中，雙方當然會就所有問題
反覆討論，交換意見。目前一切都還在討
論中，尚未達成協議。去年5月雙方確實達
成了某些共識，甚至發表了聯合聲明，是
美方一夜之間改變了主意。
在回答華為有關問題時，崔天凱稱，動
用國家力量打壓民營企業，華為的遭遇實
在不同尋常。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
護中國企業、人民和國家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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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424日日，，李克強來到濰柴李克強來到濰柴
集團了解企業減稅降費和研發集團了解企業減稅降費和研發
生產情況生產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華為表示華為表示，，美國的限制措施開危美國的限制措施開危
險先例險先例。。圖為早前第二屆數字中國圖為早前第二屆數字中國
建設峰會上的華為展館建設峰會上的華為展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華為華為：：美限制措施開危險先例美限制措施開危險先例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