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A16

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99月月11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責任編輯：謝宗興

豬肉價漲逾四成 推高CPI至2.8%
國辦再發文要求保障供應 政府主要負責人主責

大國長劍震寰宇 東風出鞘使命達

★ 共 和 國 檔 案

大國長劍威震寰宇，東風出鞘使命必達。每次大
閱兵，壓軸出場的國之重器──東風系列導彈，都
格外引人矚目。火箭軍作為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
量、中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在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由常規導彈、核
導彈、核常兼備導彈組成的戰略打擊群則充分展示
了解放軍戰略制衡能力。
1966年，「第二炮兵」成立，2015年，第二炮兵
正式更名為火箭軍。火箭軍包括核導彈部隊、常規
導彈部隊、保障部隊等，下轄導彈基地等。近年
來，按照核常兼備、全局懾戰的戰略要求，火箭軍
增強可信可靠的核威懾和核反擊能力，加強中遠程
精確打擊力量建設，增強戰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設

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

同一系列明星眾多
火箭軍的新型「殺手鐧」東風導彈系列明星眾

多。其中，東風-26中遠程彈道導彈被譽為「導彈美
男子」。該導彈具備完全自主知識產權，是中國自
行研製的武器；其戰鬥部核常兼備，既可遂行快速
核反擊任務，也可遂行常規中遠程精確打擊任務；
同時該導彈打擊目標陸海兼備，具備對陸上重要目
標和海上大中型艦船精確打擊能力，並且融合了多
項新技術，通用化、集成化、信息化水平高。
東風-21丁導彈被譽為海上非對稱作戰利器，是打

擊艦船目標的陸基彈道導彈，具有懾控範圍廣、突防

能力強、尋找跟蹤目標準等特點，是中國應對
海上安全威脅的尖兵利劍；東風-16改常規導
彈，該導彈命中精度高、毀傷能力大、反應速
度快，能夠對敵要害目標實施精確打擊。
在核導彈家族中，外界目前熟知的要數東

風-31AG洲際導彈，其屬固體燃料洲際核導
彈，由中國自主研製，是震懾對手的王
牌、底牌。該型導彈是中國在東風-31A彈
道導彈基礎上改進研製的新型移動式洲際
彈道導彈，射程更遠，可攜帶多彈頭，由8
軸運輸－起豎－發射一體車運載，可機動發射。此
外，外界期待，傳說中的東風-41是否在即將到來的
閱兵中揭開神秘面紗，外界一直猜測其射程超過

12,000公里，具
備全天候全球打擊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公佈 8 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時指出，8月豬肉價格環比上漲

23.1%，漲幅較7月提高15.3個百分點。同時受
中秋節臨近和消費替代影響，雞蛋、牛肉、羊
肉、雞肉和鴨肉價格環比均上漲。從同比看，豬
肉價格上漲46.7%，漲幅擴大19.7個百分點，影
響CPI上漲約1.08個百分點；牛肉、羊肉和雞肉
價格漲幅也達到兩位數，以上合計影響CPI上漲
約1.66個百分點。
在以豬肉為首各種肉類食品價格上漲帶動
下，8月CPI同比上漲2.8%，與7月持平，為連
續第6個月同比漲幅超2%。
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8月26日至8月30日，
16省份瘦肉型白條豬肉出廠價格總指數的周平均
值為每公斤35.63元（人民幣，下同），環比漲
9.3%，同比漲92.3%。豬肉供應則由於「豬周
期」、非洲豬瘟、禁養限養措施等共同作用下，
見十年新低。而今，即將進入中秋、國慶等豬肉
消費旺季，保障豬肉供應受到決策層高度重視。

着眼轉型 滿足需求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穩定生豬生產
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要求以保障豬肉基本自

給為目標，立足當
前恢復生產保供
給，着眼長遠轉變
方式促轉型，強化
責任落實，加大政
策扶持，加強科技
支撐，推動構建生
產高效、資源節
約、環境友好、佈
局合理、產銷協調
的生豬產業高質量
發展新格局，更好
滿足居民豬肉消費
需求，促進經濟社
會平穩健康發展。
國辦文件要求，各

省（區、市）人民政
府對本地區穩定生豬生產、保障市場供應工作負
總責，主要負責人是第一責任人。各省（區、
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將貫徹落實情況報國務
院。
自8月底以來，國家發改委、農業農村部、財
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

銀保監會等部委，在過去10日內已出台至少八
份文件，9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更進行全面部
署，出台多項支持生豬生產發展，具體內容覆蓋
基礎設施、貸款貼息、保險、推動糞污處理、補
貼補助、養殖用地，禁養區劃定、運輸、抵押貸
款和農機購置等多個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

「豬通脹」節節攀升，國

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

示，8月豬肉價格同比上

漲46.7%，漲幅比上月擴

大19.7個百分點。近期，

生豬供給嚴重不足，豬肉

價格屢創新高，豬肉已成

為一個緊迫的民生問題。

繼9月 4日國務院常務會

議作出總體部署、有關部

門十天內連發八文後，國

務院辦公廳再次發文要

求，各省（區、市）人民

政府對本地區穩定生豬生

產、保障市場供應工作負

總責，主要負責人是第一

責任人。

李
克
強
晤
美
企
代
表
：
中
美
應
尋
解
決
分
歧
辦
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部部長鍾
山昨日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經濟界代表團並與之座
談。他表示，中方將持續放寬市場准入，願繼續擴大
進口日本商品，加強雙向投資合作。
當天，鍾山與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宗岡正二、日本商
工會議所會長三村明夫、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審議員
會議長古賀信行率領的2019年度日本經濟界代表團
座談。雙方就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舉措、中日經貿合
作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等交換意
見。
鍾山稱，中日經貿合作互補性強，發展潛力巨大，

前景廣闊。雙方應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推
動經貿務實合作在現有基礎上取得更大發展。
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總體平穩，消費規模不斷擴

大，消費升級趨勢加快，這給中日擴大貿易和投資規
模提供了有利條件。中方今後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
入，願進口更多日本商品，也願與日本繼續加強雙向
投資合作。

鍾山晤日經濟代表團
中方願進口更多日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昨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出席中美企業
家對話會的美方代表。美國工商企業界和前高官代表
圍繞中美經貿關係等談了看法和建議。李克強同他們
座談交流。
李克強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來，

兩國經貿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實現了互利共贏。中美
分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國存
在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應當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
識，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則，求同存異，找到雙
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分歧的辦法。

邀各國企業增對華投資
李克強指出，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正

在致力於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對在國內註冊的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更加重視保護
知識產權。中國的製造業已經全面放開，服務業開放
也在加快推進。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歡迎包括美國
在內的各國企業擴大對華經貿投資合作，更好實現互
利共贏。
美方代表祝賀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他們表示，在

座的美國企業長期參與和見證了美中關係發展，積極
在華開拓業務，擴大對華投資，尋找長期合作機會。
美國企業對中國擴大開放新舉措感到鼓舞，將秉持長
遠眼光看待當前美中經貿摩擦，反對削弱同中國經濟
關係的做法，絕不願看到美中經貿脫鈎。希望兩國經
貿磋商取得積極進展、盡早達成協議。相信雙方一定
能夠找到推動美中關係持續前行的辦法。

劉鶴會見花旗集團CEO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

總理劉鶴10日應約會見美國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高
沛德。
劉鶴表示，中方堅決反對貿易戰，這不符合中美兩

國及整個世界的利益。中美兩國經濟高度互補、聯繫
緊密，希望美國工商界在發展穩定、合作的雙邊經貿
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
高沛德表示，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全球性金融機

構，花旗集團一貫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高度
重視中國市場。由衷希望美中經貿磋商取得積極進
展，盡快達成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就美國60家
科學組織近日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美國政府停止
打壓外國科研人員和阻礙國際科學合作行為一事作
出回應。
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60家科學組織近日聯名

發表公開信，呼籲美國政府停止打壓外國科研人員
和阻礙國際科學合作的行為。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應稱，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美國科研界發
出此類呼聲，對美國政府打壓外國科學家和國際科
技交流的行為表示明確反對。
華春瑩說，前不久，大約150名美國科研領軍人

物聯合署名，反對美國政府和一些高校排擠、打壓
中國和華裔科學家。就在幾天前，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校長發表署名文章，質疑美政府針對國際學生學
者的政策，反對美國執法和情報機構要求美大學監
督來自中國等國的外國學生和訪問學者，認為這一
要求同美國大學開放和多樣性的本質嚴重對立。
華春瑩表示，這麼多美國國內知名大學和科學組

織負責人先後公開發聲支持國際人才交流與科研合
作，反對美國有關執法和情報機構對中美正常科
技、教育交流無端設限，充分表明加強中美人文交
流是合乎民意的、是順應民心的，也是符合雙方共
同利益的。我們希望美方有關部門能夠認真傾聽美
國國內及國際社會的理性聲音，停止對在美中國學
生和學者的無端限制和滋擾，保障他們的正當權
益，多做有利於促進中美人文交流和國際科技、文
化、教育交流的事情。

美60科學組織聯署反排外
中方：兩國人文交流順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北京的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政府近日將兩年前
無故扣押的一批電信設備歸還華為公
司，從事實上承認了其行為的違法性和
隨意性。
有記者問：據報道，因美國政府歸還
扣留兩年的貨物，華為公司撤回今年6
月對美國多個政府部門的訴訟。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美國政府近日將兩年前無
故扣押的一批電信設備歸還華為公司，
從事實上承認了其行為的違法性和隨意
性。

以國家力量打華企不道德
華春瑩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在拿

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誣陷中國企
業，並濫用國家力量，打壓特定中國企
業，這種行為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更
是對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的否
定，將嚴重損害美國自身的形象和信
譽，也將嚴重影響各國企業對與美國開
展合作的信心。
她說，微軟總裁近日接受《彭博商
業周刊》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在沒
有以確鑿事實、邏輯和法律條款為依
託的情況下，不應對華為採取限制措
施。
「我們敦促美方傾聽各界人士的理性

聲音，停止泛化國家安全的錯誤做法，
停止對中國特定企業的無理打壓，為中
國企業在美正常經營活動提供公平、公
正和非歧視的營商環境。」華春瑩說。

華府歸還扣押華為設備
證明美行為違法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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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即將進入豬肉消費旺季因即將進入豬肉消費旺季，，保障供應受到決策層高度保障供應受到決策層高度
重視重視。。圖為民眾在山西太原一超市選購豬肉圖為民眾在山西太原一超市選購豬肉。。 中新社中新社

■東風-26中遠程彈道導彈被譽為「導彈美男
子」。圖為2015年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時
展示的東風- 26中遠程彈道導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