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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中國經濟增長轉向內需驅動

中國經濟處新舊動能加速替換關鍵期

曾偉雄任博鰲亞洲論壇
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主席

華為Mate 20X 5G手機月底上市
中移動商用套餐料年底正式推出 毋須換卡換號

習近平：地方人大要做好立法監督 助力經濟發展改革攻堅

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縣級以上地
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發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的一個重要舉措。40年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
一，履職盡責，開拓進取，為地方改革發展穩定工
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指出，新形勢新任務對人大工作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按照黨中

央關於人大工作的要求，圍
繞

地方黨委貫徹落實黨中央大政方針的決策部署，結
合地方實際，創造性地做好立法、監督等工作，更
好助力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攻堅任務。要自覺接受
同級黨委領導，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更好發揮
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氣、察民情、聚民智，用法治
保障人民權益、增進民生福祉。要加強自身建設，
提高依法履職能力和水平，增強工作整體實效。
紀念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40周年座談會18日在

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栗戰書出席並講話。他表示，要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按照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各級人大職能作用，全
面提升新時代人大工作水平。
栗戰書指出，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

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認真總結並堅持地方人大工作
的經驗，不斷豐富和拓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踐
特色、時代特色。要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
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同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按照黨
中央對人大工作的要求，全面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
部署，認真做好立法、監督、代表等工作，擔負起
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好體現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願、增進人民福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王晨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並主持座談會。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7個地方人大常委

會負責同志在座談會上發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曹建明、萬鄂湘出席座

談會。
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各

工作委員會、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各省
區市人大常委會負責同志等參加座談
會。

穆家松表示，今明兩年，5G智能手
機價格將實現中高端覆蓋，並在

明年底向低端下探，泛智能市場空間
有望於 2021 年達到千萬級。他指出，
隨着5G時代的臨近，5G配件產品應用
越來越廣，中國移動、聞泰、偉文等
計劃於 2019年底推出 5G模組等數據產
品。

明年5G覆蓋地級以上城市
中國移動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中國

移動的「雙千兆」基礎設施建設計劃，
中國移動現在正全力鋪設 5G組網。其
中，5G網絡方面，到年底會實現在 50
個城市建設 5萬個 5G基站的規模。到
2020年，能為所有地級以上城市提供5G

商用服務。她透露，目前，中國移動已
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5G網絡測試工作，
並推出5G測試套餐，給中國移動5G友
好客戶測試使用。
作為中國移動首批5G試點城市，中國

移動天津分公司總經理程偉透露，天津
移動正不斷加快提升基礎網絡供給能
力，以2.6GHz作為城市覆蓋主力頻段，

4.9GHz作為行業專網覆蓋儲備頻段，目
前天津全市範圍已建成並開通超過 500
個 5G 基站，預計 2020 年將建成超過
4,000個5G基站。

申套餐即可使用5G網絡
根據此前媒體披露的中國移動5G測試

套餐，套餐包含200G流量/月，1,000分

鐘語音/月，100條短信/月。「目前，中
國移動的 5G測試套餐並非最終商用版
本。」中國移動相關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目前，中國移動的5G商用套餐
仍在討論中，預計年底前會正式推出，
「未來，中國移動 5G客戶毋須換卡換
號，僅需申請5G套餐，即可使用5G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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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

聰 天津報道）18日下午，

中國移動在天津舉辦了「雙

千兆城市」發佈會。發佈會

上，中國移動終端公司相關

負責人穆家松表示，到2020

年，5G智能手機市場有望

達到億級，華為、中興、小

米、OPPO等手機製造廠商

均計劃下半年推出5G商用

手 機 。 其 中 ， 華 為

Mate20X 5G版將於月底上

市。與此同時，中國移動自

主打造的首款5G手機，X1

將於8月底前面世，並搭載

中國移動5G高速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17日表示，2018年中國外部
頭寸基本符合中期經濟基本面，中國經濟外部
再平衡繼續取得進展。
IMF當天發佈《2019外部風險報告》說，中
國經常賬戶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
已從 2007 年的約 10%大幅降至 2018 年的
0.4%，中國外部頭寸已基本符合中期經濟基本
面，表明中國經濟增長不再依賴出口拉動，而
轉向內需驅動。

不再依賴出口
報告說，2007年以來中國經常賬戶順差持
續大幅下降，是主要發達經濟體需求疲軟、中
國製造業技術升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
值、服務貿易逆差擴大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
果，反映出中國經濟再平衡取得顯著進展。
隨着中國經濟再平衡繼續推進，IMF預計未
來幾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將進一步下降。IMF
表示，2018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經濟基本
面保持一致，從全年看跨境資本流動為小幅凈
流入。
IMF首席經濟學家吉塔．戈皮納特當天在新
聞發佈會上表示，IMF期待中國繼續依靠國內消
費驅動經濟增長，減少信貸依賴，並鼓勵私營部
門更多參與到經濟當中。她呼籲擁有經常賬戶順
差和逆差的經濟體共同努力解決全球失衡問題，
重振國際貿易，避免採取扭曲的貿易政策措施。
IMF當天發佈的報告還顯示，全球經常賬戶
差額佔全球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的約6%
降至2018年的約3%，其中經常賬戶順差過大
的主要是歐元區經濟體和韓國、新加坡等亞洲
經濟體，經常賬戶逆差過大的主要有美國、英
國、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
IMF自2012年開始每年發佈《外部風險報

告》，對美國、中國、德國、日本等全球29
個主要經濟體和歐元區整體的外部失衡情況及
匯率進行分析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
濟月度數據分析會18日在中國人民
大學舉行。分析報告認為，中國正
進入經濟新舊動能加速替換的關鍵
期。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和諸多
改革舉措，特別是進入縱深階段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聚焦於促進
製造業部門經濟新舊動能的順利轉
換，既要注重促進新動能規模的加
速擴大，也要注重加快促進新舊動
能的轉換和替代速度。
報告提出，當前需重點關注在中

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經
濟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可能出現
的「新動能規模相對過小」和「新
舊動能轉換速度相對過慢」兩大突
出現象，可能導致中國當前以及今
後一段時期內仍面臨突出的經濟下
行壓力和風險。
報告建議，中國各級政府今後一

段時期內的改革舉措以及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發力點，要更加聚焦於
推進和促進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
濟部門新舊動能的轉換和替代。就
短期政策而言，針對製造業企業和
中小微企業的減稅降費政策，要優
於降低基準利率的貨幣政策；加大
高新技術企業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和
先進生產設備減稅抵扣政策力度，
要優於政府財政資金補貼政策。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中國製造業
部門「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
須依賴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政
府規模性行政成本的根本性改革路
徑。報告建議，要有前瞻性研究，
並穩步壓縮甚至取消鄉鎮政府行政
機構的重大改革舉措。從降低行政
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來取得
降成本的制度性持久效果。同時，
針對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中蘊含
的巨額高質量投資需求以及巨量創
新研發投入特徵，加快構建內在需
求相匹配的現代金融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應博鰲亞洲論壇邀請，國
家禁毒委副主任曾偉雄先生將擔任博鰲亞洲
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主席。曾
偉雄主席曾擔任香港警務處長，現任國家禁
毒委副主任，不僅在國際安全領域交流與合
作方面經驗豐富，同時在經濟發展與安全研
究上有着深厚積累。
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是博鰲亞洲論

壇框架下的專題論壇，旨在為國際社會圍繞
經濟發展與安全相關議題開展交流與合作搭
建平台。
此外， 18日，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

會見了國家禁毒委副主任曾偉雄。李保東強
調，曾偉雄先生長期從事安全領域工作，積

累了豐富的經驗，對經濟與安全的關係有深
入研究。相信在曾先生的帶領下，全球經濟
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必將匯聚各方智
慧，實現預期目標。博鰲亞洲論壇秘書處將
全力支持曾先生作為大會主席的工作。
曾偉雄表示，感謝博鰲亞洲論壇的盛情

邀請和充分信任。在論壇框架下舉辦全球經
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順應了國際形勢變
化的需要，體現了博鰲亞洲論壇作為有世界
影響的國際組織所具備的國際責任和專業精
神。能夠擔任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
主席深感榮幸，將充分發揮自身專業積累，
為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與和平穩定貢獻自己綿
薄之力。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內
蒙古自治區考察並指導開展「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主題教育。習近平強調：要牢記初
心和使命，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落實新發展理念，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
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
不斷增強各族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把祖國北部邊疆這道風景線打造得更加
亮麗。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

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了「不忘初心、牢記
使命」主題教育的深刻意義和實踐價值，強
調主題教育中要注意抓「四個到位」，即抓
思想認識到位，抓檢視問題到位，抓整改落
實到位，抓組織領導到位。
文章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牢固樹立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穩增長、調結
構、補短板，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把
工作重心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着力解決教
育、就業、社保、醫療、住房等各方面存在
的突出問題、緊迫問題，確保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
文章最後強調，內蒙古地處祖國北疆，自然
和生態資源豐富，廣大幹部要樹立大局意識，
深刻理解內蒙古在全國生態安全中的戰略地
位，建設北方生態安全屏障，築牢北疆綠色萬
里長城；要加強管理保護，為生態安全劃紅
線、立標杆，鐵腕防污治污，像愛護眼睛一
樣愛護草原、湖泊和植被；要加快綠色發
展，同步做好生態建設和農牧民增收兩篇大文
章，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雙贏。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昨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中國移動在津舉辦了「雙千兆城市」發佈會，華為Mate20X 5G版將於月底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攝

把祖國北疆建設得更亮麗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