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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貿區下月降外籍人才永居門檻
公安部推12新措便利出入境 鼓勵來華創業投資

李克強：支持平台經濟發展 壯大增就業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昨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支持平台經
濟健康發展的措施，壯大優結構促升級增就業的新
動能；部署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切實保
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
會議指出，互聯網平台經濟是生產力新的組織方
式，是經濟發展新動能，對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跨
界融通發展和「雙創」、推動產業升級、拓展消費
市場尤其是增加就業，都有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
平台經濟蓬勃興起。要遵循規律、順勢而為，支持
推動平台經濟健康發展。一要發展平台經濟新業
態。順應群眾需要發展「互聯網+服務業」，支持

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健康、教育、養老家
政、旅遊、體育等服

務領域，提供更多優質高效的便民服務。適應產業
升級需要加快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及應用，推進製
造資源、數據等集成共享，發展智能製造和服務型
製造。

推進登記註冊便利化
二要優化發展環境。推進登記註冊便利化，放寬

新興行業企業名稱登記限制，簡化平台企業分支機
構設立手續。指導督促有關地方評估旅遊民宿等領
域政策落實情況，優化准入條件、審批流程和服
務。完善平台企業用工、靈活就業人員相關政策。
加強政府部門與平台數據共享，今年建成全國統一
的電子證照共享系統和電子發票公共服務平台。鼓
勵金融機構為平台經濟發展提供支持。

三要按照包容審慎要求，創新監管方式，

探索適應新業態特點、有利於公平競爭的公正監管
辦法，推進「互聯網+監管」。強化信用約束，科
學合理界定平台主體責任，依法懲處網絡欺詐、假
冒偽劣、不正當競爭、洩露和濫用用戶信息等行
為。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進一步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重要內
容，有利於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科技創新、深化國
際合作。近年來，各地區和有關部門完善法規政策
體系，加大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力度，知識產權保
護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下一步，一要持續加強知識
產權執法，一視同仁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
加快制定完善專利、商標、版權侵權假冒判斷、檢
驗鑑定等相關標準。突出重點強化整治，深化打擊
侵犯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專項行動，重罰嚴

懲各類侵權違法行為。推動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
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便利企業海外獲
權維權。

推進商標法全面修改
二要積極推進專利法、著作權法修改進程，推進

商標法新一輪全面修改和專利法實施細則、植物新
品種保護條例修訂，大幅提高違法成本。
三要繼續提升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效率。加快專

利審查、商標註冊智能化系統建設，確保年底前實
現將高價值專利審查周期壓至17.5個月、商標註冊
平均審查周期壓至5個月以內的目標，同時提高知
識產權授權註冊質量，促進增加高價
值和核心領域專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引述中國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昨日消息，國務院已
正式任命馬朝旭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中國外交部網站公佈的資料顯示，馬

朝旭曾於2004年至2013年在中國外交部
任職，歷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長、
司長，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馬朝旭
此次就職外交部副部長，分管國際組織
和會議、國際經濟、軍控事務。

聯國秘書長讚任內工作
在此之前，馬朝旭擔任中國常駐聯合

國代表。7月9日，馬朝旭作為中國常駐
聯合國代表辭行拜會了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意味着其即將離任。
古特雷斯高度評價馬朝旭任內工作，

表示在深
刻演變的
國際形勢
下，中國
始終堅定
支持多邊
主義、支
持聯合國
工作，對
此表示高度讚賞。古特雷斯說，期待中
國繼續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可持續發
展、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等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
據了解，從2018年1月上任至此次履

新，馬朝旭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崗位上任
職時間剛過一年半。

馬朝旭任外交部副部長
曾任常駐聯國代表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日

內瓦時間 7 月 16 日，世界貿易組織
（WTO）公佈了中國訴美反補貼措施案
（DS437）執行之訴上訴機構報告，裁決美
方涉案11宗反補貼措施違反世貿規則。中國
商務部16日晚回應稱，敦促美方立即採取切
實行動，糾正在對華反補貼調查中的錯誤做
法。
此次糾紛以2007年至2012年美國商務部

進行的17項調查為中心展開，美國政府於
2012年對太陽能面板、風電塔、鋼鐵汽
缸、鋁擠壓物等價值73億美元的22種中國
出口商品徵收反補貼關稅。2018年3月，
世貿組織專家組報告裁決，美方仍未完全
糾正其違規做法，其措施仍不符合世貿組
織相關規定。
WTO上訴機構認為，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USTR）有理由認為中國出口產品

的價格被「扭曲」而徵收反傾銷稅，但美
國應該承認中國規定的價格，同時也對美
國的價格計算方式提出質疑。

可獲授權實施貿易報復措施
按照WTO規定，如果敗訴方在確定的

合理執行限期內未執行裁決或建議，而且
在該合理期限後20天內爭議雙方仍未就補
償達成協議，勝訴方可以請求世貿組織爭
端解決機構授權實施貿易報復措施。
中國商務部16日晚間發表評論稱，中方
提起執行之訴，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
益，也是為了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
和規則的嚴肅性。
中國商務部指出，令人遺憾的是，美

方在執行世貿裁決過程中仍繼續使用違
規做法。上訴機構的裁決再次證明，美
方違反世貿規則、一再濫用貿易救濟措

施，嚴重損害了國際貿易環境的公平公
正性。
美國對此次判決強烈不滿。USTR通過
聲明反駁稱，該判決無視美國引用的世界
銀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實務論文、經
濟調查及其他客觀證據，同時將損害美國
工人及企業的利益等。

專家指無礙貿易磋商
目前，中美兩國確定重啟貿易磋商，

尚未確定面談日程。有觀點認為，此次
事件或增添新障礙。對此，商務部研究
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指出，中
國是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一直都是走合
規的程序，並不會影響這次的貿易談
判。他也認為WTO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戰，但是沒有WTO，國際貿易機制
會更不完善。

WTO判美11宗對華反補貼措施違規

國家移民管理局外國人管理司司長陳斌
通報稱，2015年以來，公安部、國家

移民管理局先後在上海、北京、福建、廣
東等16個省市國家批准的自由貿易試驗
區、全面創新改革示範區、國家自主創新
示範區、國家級新區實施一大批服務外國
人入出境、外籍人才在華停居留便利政策
措施，取得良好經濟社會效果，進一步推
動了開放發展、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
迄今為止，各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為外籍企業家、投資者、外籍技術管理人
員等外國人簽發簽證、居留許可13.3萬人
次。

提高外國人服務管理水平
陳斌介紹，國家移民管理局對目前僅適
用於國家重點發展區域的移民與出入境便
利政策措施進行了認真全面評估和深入調
研論證，決定將其中鼓勵、支持、便利外
籍人才、外國優秀青年和外籍華人來華在
華創新創業、投資興業、學習工作的移民
與出入境政策推廣複製，並於2019年8月
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相關政策主要涵蓋四個方面，即擴大外
國人才申請永久居留對象範圍，放寬簽發
長期簽證和居留許可的對象範圍，拓寬外
國人才引進對象範圍，以及提高外國人服
務管理水平。

60措施促公安工作現代化
當日還發佈了公安機關服務經濟社會發

展、服務群眾、服務企業共60項措施，涵
蓋7個方面，涉及公安機關面向社會、面
向企業、面向群眾的大多數服務管理事
項。在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
將推行網上辦理往來港澳商務登記備案和
自助辦理商務簽注。
在全力支持國家重點發展戰略方面，將

出台服務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
區融合發展系列移民與出入境政策和便利
措施，創新改進粵港澳陸地口岸出入境邊
檢查驗方式，並放寬港澳台居民換領內地
貨車駕駛證年齡。
公安部新聞發言人郭林表示，這60項創

新措施將逐步推進、逐步實施，在全部正
式實施之後，將進一步對接發展需要，激
發市場主體活力，提升群眾、企業獲得
感，還能夠有力推動公安服務管理工作信
息化、便利化，提升公安工作現代化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

京報道）中國公安部昨日在京發佈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群眾、服

務企業60項措施，內容包括服務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融

合發展系列移民與出入境政策和便

利措施等。其中，促進自由貿易試

驗區建設12條移民與出入境便利措

施（見表）將於下月1日起實施，

屆時將擴大外籍人才申請永久居留

對象範圍，對外籍高層次人才、有

博士研究生學歷或長期在國家重點

發展區域工作的外籍華人等提供申

請辦理在華永久居留便利。

針對12條移民與
出入境便利政策，
國務院參事、全球
化智庫（CCG）創

始人王輝耀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通過貿易競爭、經濟
競爭及資本競爭，全球迎來人才
流動的時代，「這已經成為全球
的大趨勢。」在此方面，中國出
台引進國際高端人才舉措，有助
於中國更好地發展。他還表示，
上述吸引國際高端人才的措施較
以往此類措施更加優化、具體，
正式實施之後必定會提高國際高
端人才來華工作學習生活的積極
性。

「全球迎來人才流動的時代，
不僅人才流動速度持續提高，流
動範圍也在擴大，培養吸引國際
化人才日益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
爭的重要內容。」王輝耀表示，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以及呼籲建
設全球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
一路」戰略等，中國的國際人才

事業亦逐步完善，更加包容開放
的人才政策相繼制定，中國正以
更加開放的大國姿態參與全球
化。

王輝耀強調，中國未來的城
鎮化、城市創新需要大量的國
際人才，需要更多的國際人才
來中國創新。而從全球城市人
才的發展和人才流動的遠景來
看 ， 知 識 經 濟 變 得 越 來 越 重
要，城市裡面必須留住這些人
才，獲得更多的移民紅利。

中國人才研究會會長、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何憲亦
指出，中國當前亟待研究的問題
之一，是如何在擴大中國對國際
人才吸引力的同時應對出現的機
遇和挑戰。對此，他認為，不僅
要引進急需的短缺人才、防止人
才流失，更要為人才創造良好的
就業環境，創造更加公平自由的
競爭市場，提供更佳優質的服
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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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籍高層次人才、有重大突出貢獻以及國家特別需要的
外國人，可申請在華永久居留

2、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連續工作滿4年、每年實際
居住不少於6個月，工資性年收入不低於上一年度所在
地區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六倍，年繳納個人所得稅
不低於工資性年收入標準的20%，可申請在華永久居
留

3、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籍華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或在
國家重點發展區域連續工作滿4年、每年實際居住不少
於6個月，可申請在華永久居留

4、國內重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業邀請的外國專
家學者，以及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人才主管部門、
科技創新主管部門認定的外籍高層次管理和專業技術人
才，可申辦有效期5年以內的多次簽證或居留許可

5、國內重點發展領域、行業引進的外籍人才和創新創業團
隊成員，可申辦有效期5年以內的居留許可

6、有重大突出貢獻以及國家特別需要的外國人，可申辦有
效期5年以內的長期簽證或居留許可

7、中國境內企事業單位聘僱的外國人，可申辦有效期5年
的工作類居留許可

8、在國內重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業工作的外籍
高層次人才，可兼職創新創業

9、在國內重點高等院校獲得本科以上學歷的外國優秀留學
生，畢業後在中國從事創新創業活動的，可申辦有效期
2年至5年的居留許可

10、在國際知名高校畢業的外國學生，畢業後2年內來中國
創新創業的，可申辦有效期2年以內的居留許可

11、國內知名企業和事業單位邀請來中國實習的境外高校
外國學生，可申辦有效期1年的簽證

12、探索在外國人較集中地區建立移民事務服務中心（站
點），為常住外國人提供便利服務

■馬朝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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