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A14

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88月月5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8月5日（星期一）■責任編輯：李才瑛

國資委：國企混改不是公私合營

美升級對華貿戰犧牲世界經濟
美再威脅加稅 恐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

據參考消息網4日報道，《日本經濟新聞》3日發表
社論稱，美中貿易戰使世界經濟成為犧牲品。該

社論稱，特朗普6月底曾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
談，承諾美國暫停加徵新關稅，共同協商解決貿易戰的
辦法。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背信食言，實在是蠻不講
理。社論指出，不能因為經貿磋商沒有成果就要提高制
裁性關稅。美國應該立即收回這一決定，爭取通過談判
來達成協議。不應讓美中兩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淪為貿易
戰的犧牲品。

英德意工廠產出停止增長
另據英國《衛報》網站2日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說美中貿易戰正在拖累全球經濟發展。上個月，它說美
中貿易衝突將導致2019年和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比
4月份預測的3.2%和3.5%分別減少0.1個百分點。由於
貿易問題的不確定性，國際貿易增長陷入停滯，企業投
資暫停。包括英國、德國和意大利在內的幾個國家，工
廠產出都已停止增長，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連鎖影響。
包括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在內的央行因
此都面臨降息壓力。
此外，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日報道，新加
坡銀行資產排名第二的華僑銀行的首席執行官說，特朗普
總統對中國徵收的新關稅可能會使全球經濟「收縮」。
新華社4日引述德國媒體報道稱，德國工業聯合會2

日表示，美國政府新的對華加徵關稅威脅「令人擔
憂」，此舉將損害包括德國在內的多方利益。德國工業
聯合會表示，美國政府繼續升級對華經貿摩擦，令全球

經濟可能面臨衰退風險。聯合會管理層成員斯
特凡．邁爾說，經貿摩擦

緊張局勢升級不僅會損害中美兩國經濟，也會給德國工
業及全球經濟帶來損害。此外，美國宣佈加稅也遭到美
國國內眾多行業協會反對。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

係學院教授宋偉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美之間的貿易摩
擦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事情，肯定還會影響到全球
經濟，因為從一個單獨的國家的角度講，美國的經濟總
量全球最大，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中美
兩國之間的經貿摩擦和衝突肯定會對別的國家造成非常
大的影響。
這位專家進一步表示，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早已

經成為世界工廠。現在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很多的產
品可能在西方國家研究設計，但最後還是通過利用中國
的優勢生產條件完成組裝生產，整個全球的生產、貿易
和金融早已經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亦衝擊美在華企業
宋偉認為，中美兩國間的貿易和摩擦從本質上講會對

整個全球的生產、貿易和金融鏈條構成巨大的衝擊，其
中也肯定會對很多美國在華企業造成巨大的衝擊。所以
美國再度宣佈要對中國加徵關稅肯定會是一個影響全球
政治、經濟走勢的重大問題，也必然會引起整個國際社
會的密切關注。
宋偉強調，在當前背景之下，中美間的問題還是應該

盡可能通過國家之間的政治協商和協調來解決，保護主
義和單邊主義最終不僅會損害到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和
經濟關係，也會損害到全球的政治和經濟關係。這位專
家同時提醒，最近日本和韓國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和經濟
上的保護主義亦有抬頭之勢。這種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
有可能惡化和蔓延的趨勢，值得各方高度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方背信棄義近日再威脅將於9月1日對3,000億

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全球股市隨之暴跌。多家外媒認為，美國政府繼續升級對

華經貿摩擦，使世界經濟成為犧牲品，令全球經濟可能面臨衰退風險。北京專家警告，在全

球化的時代，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最終不僅會損害到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也會

損害到全球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會對整個全球的生產、貿易和金融鏈條構成巨大的衝擊。

■美方背信棄義近日再威脅將於9月1日對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多家外媒認為，美國政
府繼續升級對華經貿摩擦，令全球經濟可能面臨衰退風險。圖為加州沃爾瑪超巿在減價售賣貨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日前，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
接連會見馬雲、馬化騰兩位互聯網巨
頭，引發輿論高度關注，不過也有個別
人士解讀為國資委要求阿里、騰訊帶頭
實現公私合營。對此，國務院國資委新
聞中心的官方微博「國資小新」4日發文
澄清，「央企+互聯網」是國企混改模
式之一，是市場主體的合作共贏，不是
所謂的「公私合營」。
微博提到，近期國資委和互聯網企業
親密接觸，鼓勵支持中央企業與互聯網
企業深化務實合作，推動數字經濟與實
體經濟融合創新。社會各界比較看好這
種以改革培育新動能、以合作推動新發
展的互利共贏之舉。微博說，「這種正
常的合作和混改，卻被人歪曲為『公私
合營』，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八竿子

打不着的事兒！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
碼事兒，你以為偷換概念就能混水摸
魚、玩『標題黨』就能吸引眼球了？！這
種說法不僅錯，而且蠢，太低估我們廣
大網友的認知水平了，小新更不接受。
騙點擊的『標題黨』們，大周末的不能
稍微歇歇嗎？」

央企+互聯網 雙方互利共贏
之前在8月1日，國資委網站發佈消息
稱，7月31日，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
郝鵬會見了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
執行官馬化騰。此前的6月16日，郝鵬
還會見了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
雲。郝鵬在會見中向兩位互聯網巨頭強
調，國資委鼓勵支持中央企業與騰訊、
阿里等互聯網企業加強務實合作，將人
工智能、數字經濟等與實體經濟深度融

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以信息化培育新動
能，以新動能推動新發展，共同為中國
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馬雲、馬化騰也表達了與國資委和
中央企業開展深入合作的期待。
郝鵬接連會見馬雲、馬化騰兩位互聯

網企業家，被外界解讀為或預示着「央
企+互聯網」的混改模式將進一步加速。
內地媒體援引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李錦觀點指出，「央企+互聯網」是央企
混改一個明顯的趨勢，這對央企和互聯網
企業是互利共贏的。借助互聯網企業的技
術優勢和創新能力，央企能夠加快實現從
「工業革命」到「信息化革命」的產業升
級。而互聯網公司則可以撬動龐大的央企
資本，進入新的產業領域，更好地發揮其
技術和創新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十九屆中央第三輪巡視反饋情況近日集中公
佈，本輪巡視對象為3個中央單位和42家中
管企業，其中，國資委被指「文山會海」現
象突出，另外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通信運
營商服務質量與群眾期待有差距，存在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至此，十九屆中央巡
視已完成了對中管企業的全覆蓋。
今年3月至6月，十九屆中央第三輪巡視
對國資委、國家能源局、國防科工局等3個
中央單位和42家中管企業黨組織進行了常
規巡視。中央巡視組指出，國資委「履行國
資監管職責不夠有力，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
變職能不夠，發揮考核引導作用不夠」；黨
建責任壓實不夠，對推動黨的領導融入公司
治理結構研究指導不夠有力，隊伍建設和幹
部管理存在短板。
另外，國資委和國家能源局均存在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其中，國資委「違反

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時有發生，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仍然存在，『文山會海』現象
比較突出」。國防科工局「追責問責警示效
果不明顯，『四風』問題仍時有發生」。
巡視期間，巡視組還收到反映一些領導

幹部的問題線索，已按有關規定轉中紀委國
家監委、中組部等有關方面處理。

今年以來，內地一二線城
市相繼出台新一輪促消費政
策，其中，「夜經濟」作為
新消費增長點頻頻出現。本
月初，北京發佈《關於進一

步繁榮夜間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
提出將打造深夜食堂特色餐飲街區，鼓勵
博物館、書店、景區等延長開放時間，為
京城「夜經濟」的發展添了把新火。

「508 號取餐！」隨着服務員一聲吆
喝，一把新鮮出爐的烤串被端了上來。晚
上九點，位於北京西單購物中心的華威
「約飯街」人氣火爆。不大的空間裡，擠
滿打扮時尚的年輕食客。不少人逛完商場
來打牙祭，手上還提着大大小小的購物
袋。

「夜晚是上班族最休閒的時候，也就是
我們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候。」華威「約飯
街」的工作人員說，自入夏以來，多家商戶
已將營業時間從晚上10點延長到11點，而
這也帶來了營業額的增長。

同樣繁華的還有位於海淀區五棵松商圈
的華熙live。據了解，華熙live近半數的餐
飲店已將營業時間延長到夜裡12點，部分
商戶還營業到凌晨2點。

「作為一個『碼農』，幾乎每天都要加
班到晚上 8、9 點，有時候周六也要工

作。最大的苦惱不是怎麼掙錢，而是怎麼
把錢花出去。」在海淀區中關村某軟件公
司工作的李文（化名）對記者說，「以前
和朋友出來玩，晚上 10 點商場就停電
了，只能掃興而歸。現在，在五棵松聽完
演 唱 會 還 能 慢 悠 悠 地 去 華 熙 live 吃 火
鍋。」

古有「花市燈如晝，人約黃昏後」，
今有夜宵、蹦迪和 KTV。記者於晚間 10
點左右來到五棵松，仍能看到熙熙攘攘
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餐飲店，
電玩場館、酒吧、KTV 等娛樂場所也在
營業。

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中國最終消
費支出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1%。
與此同時，根據阿里巴巴最新發佈的「夜經
濟」報告，夜間消費（包括餐飲和購物）已
經逐漸佔到白天的一半。「夜經濟」已經成
為內地城市競爭的新賽道和城市經濟活力的
新指標。

「不過，去廣州出差時，晚上十一、二
點還是燈火通明，路邊各種 24 小時便利
店、飯店仍在營業，吃過晚飯還能悠閒地散
步。而目前北京只有幾個大型商圈能夠如
此。」對此，李文表示，「與上海、廣州、
深圳等南方城市相比，北京『夜經濟』發展
的空間還很大。」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針對美國高官訪問澳洲出
席澳美雙部長會期間，對中國
的地區作用進行無端攻擊和誣
衊，中國駐澳洲使館發言人 4
日指出，這暴露了美國某些勢
力一貫的霸權心態，他們的圖
謀是不會得逞的。我們堅決拒

絕澳美聲明中任何針對中國含
沙射影的指責。
發言人說，美國退出《中導條

約》遭到國際社會普遍批評。作
為擁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庫的國
家，美國在核裁軍方面負有特殊
優先責任，理應進一步大幅削減
核武器，為其他國家參加核裁軍

談判創造條件，而不是逃脫自己
的責任。
發言人指出，當前南海形勢總

體穩定。美國等域外勢力在南海
問題上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有
關做法只會擾亂南海局勢，破壞
地區和平穩定。本地區國家和人
民不會上他們的當。

中央巡視組：國資委「文山會海」現象突出

■中央第三巡視組巡視國資委黨委情況反饋
會議。 網上圖片

各店延長營業「夜京城」火爆

駐澳使館批澳美聲明對華無端攻擊

國際軍事比賽 中國隊「開門紅」

■開幕式後舉行的「坦克兩項」第一場單車賽中，中國參賽隊勇奪小組第一。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
際軍事比賽——2019」3日在莫斯科郊
外開幕。在同日舉行的「坦克兩項」首
輪比賽中，中國參賽隊獲小組第一。
此次比賽將持續至17日。俄羅斯、中
國、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印度等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23支代表隊參加了
比賽，參賽人數超過5,000人。
比賽共分為32個項目，將同時在俄羅斯、
中國、白俄羅斯、伊朗、亞美尼亞、哈薩
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蒙古
和印度等10個國家的21個訓練場舉行。
相較往年，今年中國首次派隊參加了
「深海」潛水員比賽，首次前往印度、
伊朗參賽，首次由空軍、海軍聯合組隊
參加在俄羅斯舉行的「航空飛鏢」航空
兵機組比賽。
在當天舉行的開幕式上，俄總統普京

通過視頻致辭。他說，今年國際軍事比
賽已是第五次舉辦，匯集了來自世界各
國的軍人，已經成為了傳統與節日。這
一比賽不僅展示了現代裝備，也能展現
相關方之間的友誼。國際軍事比賽為發
展國際合作、鞏固建設性夥伴關係作出
貢獻，並對全球穩定威脅進行了回應。
開幕式後，「坦克兩項（越野、射
擊）」比賽同日在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

諾靶場拉開帷幕。

「坦克兩項」首勝 擊敗白俄
「坦克兩項」比賽是國際軍事比賽的

傳統項目，也是參賽國最多的項目。今
年共有24個國家代表隊參加角逐。在當
天第一場單車比賽中，中國隊駕駛國產
96B坦克，以通過障礙零失誤、槍炮目
標全命中、全程最短用時戰勝了同組使

用俄製T72B3坦克的阿塞拜疆、塞爾維
亞以及使用本國改裝版T72坦克的白俄
羅斯，取得了「開門紅」。
「坦克兩項」中方領隊姜垚說，中國

參賽隊員是首次在這一賽道進行比賽，
總體發揮不錯，成績比較令人滿意。
國際軍事比賽是由俄羅斯國防部發起

的一項國際性軍事賽事，於2015年首次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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