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在7日召開的中國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趙立堅答問
時指出，美方一方面標榜新聞自
由，另一方面卻歧視性地對待中
國媒體，甚至拿中國駐美記者當
作人質，向中方施壓。這暴露出
美方所謂的新聞自由的虛偽性，
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和霸權欺
凌。

已告知美方證件正在受理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報道稱，數名駐華外
國記者上周收到書面答覆，得
知他們的記者證續簽申請正等
待審批。其中一名CNN駐華記

者宣稱此舉是關於美國政府此
前對待中國駐美記者的「對等
回應」。
對此，趙立堅回應，美國國務

院發言人有關的說法完全不符合
事實，是倒打一耙。「事實是，
包括CNN在內的有關美國媒體
記者的記者證延期都在受理過程
中，在獲發新的記者證之前，有
關記者在華採訪報道及生活不會
受到任何影響，我們已經正式告
訴了美方。」

美將華記者當人質施壓中方
趙立堅指出，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政治
打壓，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

度。美方有關行徑嚴重干擾中國
媒體在美開展正常報道活動，嚴
重損害中國媒體聲譽，嚴重干擾
兩國間正常的人文交流。
即便如此，中方始終表示願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同美方解決兩國媒體記者問
題，一直在同美方保持溝通和
商談。但在商談過程中，美方
蠻橫無理，對中方正常合理關
切和要求置若罔聞，隻字不
提，以中國駐美記者簽證延期
問題，作為要挾，將中國媒體
記者當作人質，向中方極限施
壓，中方絕不吃這一套。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7日

連續發出3條推文表示：「美國

國務院需要誠實地告訴人們：
2018年以來，大概有30名中國
記者遭到美國國務院無限期拖延
甚至拒簽。今年3月美國變相驅
逐了60名中國記者。今年5月，
美方宣布將中國駐美記者簽證停
留期削減為不超過90天，並且
尚未批准其中任何人的簽證延期
申請。」
華春瑩接着提到：「CNN記
者和其他美國記者的簽證延期申
請正在處理中，在此期間他們可
以繼續沒有任何問題的在這裏生
活和工作，我們已明確告知這些
記者。如果中國記者在美國受到
公平對待，我們很高興繼續與美
國記者保持良好的合作。」

美媒稱中方「對等」限制駐華記者簽證

外交部：不符事實倒打一耙

深圳人均GDP 2025年料可達3.5萬美元

■深圳人均GDP 2025年料可達3.5萬美元。圖為深圳羅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
究院（以下簡稱「綜研院」）
9月7日發布《新40年．新40
企——深圳未來發展的新力

量》報告。報告認為，未來5
年，深圳GDP增速預計達到
6.5%，到2025年總量達到4.2
萬億至4.5萬億人民幣，人均
GDP達3.5萬美元，超過高收

入經濟體中位數。
報告認為，在新消費和新科

技企業帶動下，未來5年，深
圳新經濟增速預計保持9%，
佔GDP比重達50%，創造近

500萬工作崗位；到2025年，
深圳最終消費率有望達到
50%，最終消費規模達2.2萬
億人民幣，實現翻番，僅次於
北京、上海。
該報告由著名經濟學家樊

綱、郭萬達擔任首席顧問，綜
研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
鐘雄及其團隊執筆，報告採用
大數據評價方法，對包含200
萬家深圳企業，以及超300個
維度指標的數據庫進行綜合分
析得出。
報告認為，深圳未來40年

將是消費紅利和科技紅利進
一步凸顯的40年。深圳作為
中國內地一線城市中對外貿
易依存度最高的城市，未來
將從「出口-創收-消費」的增
長循環向「消費-培育創新-培
育新企業-創造新產品-對外輸
出」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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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月出口增0.8%
年內首轉正
進口略遜預期 累計降2.3%

8月出口繼續好轉在預期之中，此前發布的PMI新出口訂單連續4個月
上升，國內多個出口運價指數走強，
寧波港等國內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持續
走高。口罩、醫療器械等仍是出口增
長的重要支撐，但增速進一步下降。

8月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出口同比
增長47%，增速低於7月1.4個百分
點，連續5個月兩位數增長；醫療儀
器及器械同比增長38.9%，較7月回
落39個百分點，仍大幅高於總體增
速。

另外，受居家辦公等需求推動的電
子產品出口繼續高速增長，8月手
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等出口增
速都在23%左右；機電產品出口整體
增速為11.9%，高於上月1.6個百分
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在恢
復，服裝類產品出口疫情後首次轉
正，增長3.2%。

上月對美出口增速升至20%
8月，中國對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出

口同比增長12.9%，連續兩個月顯著超
出整體水平，對美出口增速更升至
20%，較7月提高7.5個百分點，升至年
內最高，對歐盟、日本出口繼續下降。

專家：疫情對消費影響減弱
從1月-8月整體看，中國對東盟、歐

盟及日本進出口增長，增速分別為
7%、1.4%和1%；對美國進出口微降
0.4%，其中對美出口下降0.5%，自美
進口增長0.2%，對美貿易順差減少

0.8%，基本恢復去年同期水平。
中金宏觀認為，8月中國對美出口

加速擴張，服裝及衣着、家電、傢具
等傳統出口行業回暖。這說明歐美居
民生活正在慢慢回歸正常，疫情對消
費影響逐步減弱，近期美國地產行業
持續升溫也一定程度拉動居家產品出
口，可能是後續出口亮點。此外，紡
織紗線、醫療器械出口繼續保持強
勁，說明防疫物資對出口支撐短期不
會消失。進口方面，隨着美國復工復
產，中國自美進口預計將逐步增加，
接近此前貿易協定中的預定目標。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則強

調，當前歐美進口處於歷史低位，美
國前7個月貨物進口只有去年同期的
88%，對應中國、韓國、越南等國的
出口增速在出口周期的偏低位，未來
均有改善空間。另外，隨着疫苗上市
後生產生活正常化帶動需求，可能會
促發明年上半年全球貿易共振，中國
也從中受惠。

A13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葉格子

20202020年年99月月8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受益於全球經濟從疫

情中逐漸復甦帶動外需回暖，以及防疫物資出口高速增長，8

月中國出口繼續超預期增長，以人民幣計同比增長11.6%，

創去年3月以來新高。在連續兩個月10%以上高速增長帶動

下，今年前 8個月出口同比增長 0.8%，為年內首次恢復增

長。不過進口形勢略遜預期，海關總署數據顯示，8月以人民

幣計進口由7月份增長1.6%轉為下降0.5%，前8月累計下降

2.3%。從外貿進出口整體看，今年1月-8月同比小幅下降

0.6%，降幅較前7個月收窄1.1個百分點，基本恢復去年同期

水平。 中國出口復甦勢頭越發明顯。海關總署9
月7日公布數據顯示，8月中國出口額同比
增長11.6%，不僅刷新了疫情暴發至今的紀
錄，更創下去年3月以來新高。至此，中國

出口已連續兩個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
綜合分析，近期中國出口持續向好有多方面原因。從

需求來看，隨着海外多國已從疫情防控為主轉向推進復
工復產，世界經濟與貿易開始復甦，外需逐步回暖。從
供給來看，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在疫情中經受住了考
驗，有能力在其他國家大批工廠停工時完成訂單。

穩外貿政策逐漸顯效也是原因之一。今年以來，為
對沖疫情給出口造成的衝擊，中央和地方都推出了一
系列強有力的穩外貿措施，包括在信貸、稅收等方面
加大對外貿企業支持，緩解企業資金壓力；鼓勵舉辦
各種線上展會，幫企業爭取訂單等。跨境電商亦為中
國出口提供了「減震器」。據官方統計，今年上半年
中國海關跨境電商監管平台進出口增長26.2%，其中出
口增長28.7%，進口增長24.4%，遠高於同期中國進出
口整體增速。

儘管中國出口業績持續改善，但還未到高枕無憂時。
眼下疫情仍在全球範圍內大流行，給不少國家經濟帶來
沉重打擊。這意味着，外需要恢復元氣可能還需要較長
時間。再加上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飆升，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抬頭也可能給出口帶來障礙。中國外貿的前景
依然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 ■中新社

外需回暖政策顯效
助力出口持續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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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9月的中國，四野金黃、天高雲闊；行人匆
匆、車流如織；書聲琅琅、機器轟鳴……960多萬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湧動着不竭的生機與活力，蘊含着無限的靜好與安謐。
在全球疫情依舊高發的時刻，這看似普通的一天，來之不易，
無比珍貴！
時間作證，歷史銘記！今年年初，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
疫情，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黨中央統籌全局、
果斷決策，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全力以赴，全國
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
跨越冬春，直面生死。在一種見所未見的兇險病毒面前，在
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疫面前，一個國家與民族，對前途與命運展
開了最英勇決然的捍衛！
2月10日，正是艱難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前往疫情防控
一線激勵大家：「要全面充分地發揮我們有黨的領導的優勢，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打人民戰爭的優勢，我們一定能
取得疫情防控鬥爭的全面勝利。」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面對這場人類
歷史罕見的疫情防控惡仗，中國人民挺過來了！山河無恙，英
雄不朽！
此時此刻，我們要致敬英雄的白衣「逆行者」們！
不破「疫魔」誓不還，且把白衣作戰袍！疫情膠着期間，有
一句援鄂醫護人員給被感染的同事寫下的話，讓人心顫：「姑
娘別哭，我們是『提燈者』，腳下一直會有光明。」這就是我
們的白衣英雄——84歲的鍾南山院士、72歲的張伯禮院士臨危
受命、高齡征戰武漢，「鐵人」張定宇身患漸凍症，卻從未下
「戰場」；「95後」護士李慧平靜而義無反顧：「如有不幸，
捐獻我的遺體做研究攻克病毒」……
正是這萬千血肉之軀恪盡職守，護佑了全體人民的生命健康
安全，搭建了一個國家的醫療衞生堅強防線！
此時此刻，我們要致敬英雄的武漢人民！
封一座城，護一國人。76個日夜，這座大江奔湧的城市交織
着難以想像的悲壯與光榮，見證了銘刻史冊的堅韌與勇敢！事
實證明，這次驚心動魄的「大隔離」，大量減少了感染人數，
為疫情防控大局爭取了寶貴的時間與空間。
武漢，正是中國抗擊疫情偉大戰鬥的精神坐標！
此時此刻，我們更要致敬偉大的中國人民！
磨難中，盡顯同心同德；奮起中，凝聚舉國之力！在習近

平總書記發出疫情防控阻擊戰、總體戰的總命令下，全國上
下步調一致、男女老少齊肩並進，共同托舉起了2020年的春
天。
400多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織密65萬個城鄉社區防控網；
7,955.9萬名黨員自願捐款83.6億元支援疫情防控工作，396名
黨員幹部因公殉職；來自全國各地的4萬名建設者晝夜奮戰，
只用了短短十多天建成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
星火點點，刺破暗夜；14億人，皆是英雄！
大江東去，不捨晝夜；波瀾壯闊，砥柱中流。
「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

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這一場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帶領英雄的中國人民開展的曠世之戰，因其
悲壯凝重，因其浩然卓絕，而必將被民族歷史所銘記。
以國禮，敬國士！9月8日，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會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讓我們從苦難的土壤裏汲取
經驗和智慧、在英雄的感召下凝結更多的決心和勇氣，繼續斬
關奪隘、乘風破浪！

同
心
戰「
疫
」，
向
偉
大
的
中
國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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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今年前88月外貿同比下降月外貿同比下降00..66%%，，
基本恢復去年同期水平基本恢復去年同期水平。。圖為外國觀圖為外國觀
眾在服貿會體驗眾在服貿會體驗「「變臉變臉」」遊戲遊戲。。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