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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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內地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
漲2.7%，漲幅創15個月以來新高，較
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其中鮮果價格
同比上漲26.7%，升至歷史高位。
從環比看，在食品中，5月鮮果價
格上漲10.1%，影響CPI上漲約0.20
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指出，環比上
漲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蘋果和梨減產，
今年庫存不足，加之今年南方陰雨天
氣較多，時令鮮果市場供應減少。

豬肉因受天氣變熱等因素影響，消
費需求開始減弱，豬肉價格環比下降
0.3%，影響CPI下降約0.01個百分
點。但是豬瘟影響依然未消退，同比
依然大漲了18.2%，影響CPI同比上
漲0.38個百分點。
此外，雞蛋供應偏緊，導致同比上

漲了8.7%，環比上漲7.6%。
而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

比繼續回落至1.6%，較上月下滑0.1
個百分點。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稱，

CPI溫和上漲，既有食品價格，如鮮
果、豬肉及其替代品雞肉、禽肉上升
影響，也有去年翹尾因素（指上年價
格上漲或下降對本年同比價格指數的
滯後或延伸影響）較大有關。下半年
豬肉價格同比仍會上升，但翹尾回
落，可有效對沖一部分。儘管下半年
有可能個別月份有上破 3％的可能
性，但全年控制在3％以內可能性較
大，不構成經濟運行的主要威脅。
招商證券指出，從核心通脹數據來

看仍趨於下行，以及後續中美貿易摩
擦的不確定性，總需求層面並不支持
通脹大幅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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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內地CPI升2.7% 水果漲26.7%

中國高鐵又一次飛躍

京張智能高鐵全線鋪軌完成
全球首次實現時速350公里自動駕駛 12月31日正式開通運營

李克強：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 用好失信懲戒「利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近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建設社
會信用體系構建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新機制；決定進
一步推進通關便利化，持續優化口岸營商環境；要
求更大力度對外開放，促進進出口多元化發展。

市場主體信用記錄要依法共享
會議指出，信用是市場主體安身立命之本。深化
「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要堅持不懈，公正監管
必須落實到位，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開。加強信用
監管是基礎，是健全市場體系的關鍵，可以有效提

升監管效能、維護公平競爭、降低市場交
易成本。一要以統一社

會信用代碼為標識，依法依規建立權威、統一、可
查詢的市場主體信用記錄，並依法互通共享，打破
部門壟斷和信息「孤島」。對能共享的信息不得要
求市場主體重複提供。推廣信用承諾制，對相關行
政許可事項，申請人承諾符合審批條件並提交有關
材料的，應予即時辦理。二要用好失信聯合懲戒這
把「利劍」。規範認定並設立市場主體信用「黑名
單」，強化跨行業、跨領域、跨部門聯合懲戒，對
失信主體要堅決依法依規懲治直至逐出市場。結合
「雙隨機、一公開」，大力推進信用分級分類監
管，按市場主體信用情況確定合理的分類抽查比例
和頻次。三要推進「互聯網+監管」，利用大數據
等技術對失信行為早發現、早提醒、早處置，提高
監管及時性、精準性、有效性。維護信用信息安

全，嚴格保護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嚴肅查處違規
洩露、篡改或利用信用信息謀私等行為。

繼續簡化一體化通關流程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相關部門

積極推進通關便利化，取得明顯成效。截至今年5
月，進口和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已提前實現比2017
年壓縮一半的目標，通關成本顯著降低。下一步，
要按照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要求，一是繼續簡
化一體化通關流程，實施進口概要申報、完整申報
「兩步申報」通關模式改革，大幅壓縮通關時間。
年底前做到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對主要業務應用
率達到100%。二是進一步簡化進出口環節監管證
件，年底前對除安全保密等特殊情況外的監管證

件，提前一年全部實現網上申報、網上辦理。三是
各地要抓緊公佈口岸經營服務企業操作時限標準，
提高口岸作業效率。強化口岸收費目錄清單管理，
落實降費措施，兌現承諾，強化責任，並依法查處
壟斷收費行為。
會議指出，以企業為主體，拓展多元化國際市
場，有利於促進外貿穩中提質和經濟平穩運行。要
積極推進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和區域貿
易協定。研究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鼓勵
企業完善國際營銷網絡，推動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
產品出口。積極增加進口。促進進出口平衡穩定健
康發展。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今年是中國人自己設計修建的第一條
鐵路——京張鐵路開通110周年，

更是世界第一條智能化高速鐵路——京
張高鐵年底開通收官之年。京張高鐵是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工程，是
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重要交通保障設
施。線路全程174公里，起點位於北京
北站，終點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另一舉
辦地張家口。

呼市至北京縮至3小時
據了解，今年年底京張高鐵開通後，
還將與大張（大同至張家口）、張呼
（張家口至呼和浩特）兩條高鐵接軌，
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運行時間將從現在的
平均9小時縮短到3小時以內。屆時，張
家口將成為京津冀區域西北方向三條高
鐵交會的軌道交通新樞紐。
引人矚目的是，京張高鐵是智能高鐵
示範工程，為解決鋪軌工期緊、交叉作業
面多等挑戰，中鐵三局引進、研發各種先
進的設備和技術，實現了指揮中樞信息化

和智能化，質量追溯全生命周期智能化
等，為工程建設提供了科技支撐。

沿線站內配備機器人
據介紹，京張高鐵智能化動車組將首
次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將在世界上首次實現時速350公里
的自動駕駛，可實現車站自動發車，車
站區間自動運行，車站自動停車，車門
自動防護以及車門和站台門聯動的五大
功能。
作為世界上第一條時速350公里的智

能化高速鐵路，沿線高鐵站內將配備各
種智能機器人，既能幫助運行李，還能
自助導航。通過電子客票、刷臉進站等
可簡化乘車流程，站內導航與站外導航
融合，乘客從家出發輸入車次即可導航
至檢票口或候車廳。
2018年底，中國高鐵營業里程已超
2.9萬公里，居世界之首。依託京張高鐵
建設，中國將進一步構建智能高鐵技術
標準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 北京報道）昨日

上午，隨着鋪軌機牽引

最後一組500米長鋼軌

精準落位，京張高鐵全

線鋪軌完成，預計9月

前「試跑」，將於今年

12月 31日正式開通運

營。京張高鐵起自北京

北站，途經清河站、昌

平站、八達嶺長城站、

東花園北站、宣化北

站、張家口站等，全長174公里。建成後，從北京到張家口的時間將

由3小時12分縮短到50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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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張高速鐵路是一條連接北
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的城際
鐵路，是2022年北京冬奧會
重要交通保障設施。京張高鐵

是世界上第一條時速350公里的智能化高
速鐵路，於2016年4月29日正式動工，預
計於2019年 12月31日正式開通運營。京
張高速鐵路由北京北站至張家口站，全長
174公里，設10個車站。中鐵設計京張高
鐵總體設計師王洪雨受訪時說，「我們是

站在中國鐵路、裝備製造、綜合國力飛速
發展的『肩膀』上，謀劃中國高鐵的又一
次飛躍。」團隊300餘名設計師，前期工
作用了7年時間，力求打造中國鐵路精品
工程。
京張高鐵也是全國首例在車站第三層中央

設置4個通風井來進行換氣的高鐵站，有立
體環形救援廊道，乘客在任何位置去求生
通道都在50米內，屆時乘坐京張高鐵從北
京到八達嶺長城站只需要20分鐘。基於北

斗衛星和 GIS 技術（Geographic Informa-
tion Systems，地理信息技術），京張高鐵
部署了一張「定位」大網，能夠為建設、
運營、調度、維護、應急全流程提供智能
化服務。線路實時「體檢」系統，可以將
全線每一個橋樑、車站，每一處鋼軌通過
傳感器連接至計算機。零件是否老化，路
基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損壞，都能一目了
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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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方有人
鼓吹中美「脫鈎論」，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奉勸美方某些人摒棄意識形
態窠臼，不要妄圖開歷史倒車。
耿爽當天在回答有關提問時說，「脫鈎論」是

美國一小撮固守冷戰思維、奉行零和博弈的人鼓
噪出來的極其危險、極不負責任的論調。「這種
論調違背中美關係合作共贏的本質，罔顧兩國交
流友好密切的民意，不符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
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會得逞。」
他表示，中美建交40年來，兩國已經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補、深度融合的利益
格局和互利互惠關係。現在，中美已經成為彼此
最大貿易夥伴國和重要投資對象國。美國幾乎所
有大公司在中國都有業務，所有的州與中國都有
合作。中美之間已經建立起50對友好省州和227
對友好城市關係，每天大約有1.4萬人乘坐航班
往返於太平洋兩岸。美國從中美經貿中獲得了巨
大利益。僅2017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收入就
超過7,000億美元，利潤超過500億美元。
「要讓中美脫鈎，首先要問問這些公司企業同

不同意，問問這些地方省州同不同意，問問兩國
民眾同不同意。」耿爽說。
他表示，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都佔有重要地位。
如果強行讓中美脫鈎，勢必打亂現有的世界經濟
鏈條，破壞全球產業分工，引發國際市場混亂和
金融市場動盪，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關方希望看
到的。
耿爽說：「我們奉勸美方某些人反省反思自己

的所作所為，摒棄意識形態窠臼，停止散播偏見
之深、思維之舊的言論，不要妄圖開歷史倒
車。」

央廣電：美國「國家安全」是個筐 什麼都往裡裝
香港文匯報訊 從進口鋼鋁產品、汽
車及零配件，到外國企業和直接投資；
從外國留學生與學者，到簽證申請人的
社交媒體賬號信息，似乎一切，現在都
可以被華盛頓貼上「威脅美國國家安
全」的標籤。對美方而言，「國家安
全」這個受到各國高度重視的嚴肅話
題就是一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國際銳
評」文章指出，按照國際社會的共
識，「國家安全」通常是指國家政
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

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
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
外威脅的狀態。顯然，這一概念是有
清晰的內涵和邊界的。如今，它卻被
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所濫用，成為其推
行貿易保護主義、維護霸權的工具。
據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
初，美國一共發起了14起「232調
查」，最終只有兩次實施了懲罰性措
施。但是，2017年以來，美國似乎越
來越感到不安全了，將鋼鐵和鋁產
品、進口汽車及零部件、外國投資、

外國先進技術等，都視為「國家安
全」的威脅，發動多起「232」調
查，甚至在今年5月份宣佈進入「國
家緊急狀態」。
文章進一步指出，答案顯然是明擺

着的：美國的「國家安全」並不是真
的受到了威脅，而是美方某些人基於
「美國優先」的霸權主義思維作祟，
把「國家安全」當作擋箭牌，肆意打
擊貿易夥伴，維護美國的絕對利益。
換句話說，「國家安全」這一嚴肅的
概念，已被美國當作是即撕即用的便

利貼，隨時需要就隨時拿來用。對
此，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歐盟指
出，美方所謂「威脅國家安全」不過
是實施「行業保護」的借口。
文章最後指出，美國濫用「國家安

全」概念，不僅傷及貿易夥伴，也衝
擊了國際貿易秩序和信任，更對其自
身造成了損害。美國頻繁祭出「國家
安全」旗號，一旦成癮就會導致麻
木，令其喪失感知真正威脅的能力，
而這一點，才是美國「國家安全」面
臨的最大威脅。

■■昨日昨日，，中國首條智能高鐵京張高鐵全線軌道中國首條智能高鐵京張高鐵全線軌道
貫通貫通。。圖為工作人員在京張高鐵清華園隧道對圖為工作人員在京張高鐵清華園隧道對
軌道鋪通接軌點進行施工軌道鋪通接軌點進行施工。。 新華社新華社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