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重要新聞

������ ��平平習習近近

新聞速遞
廣西防城港警方打拐辦17日協助山東、河北

警方將15名被拐賣到中國的越南婦女遣送出

境，移交給越南芒街市警方。 ■中新社
全球最大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近日發佈報

告，去年10月13日至11月16日期間，於全球28

個國家和地區的3.3萬民眾進行調查。其中，中

國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達76%，法國與

意大利成為全球政府信任度最低的國家。

■中通社
中國與塞爾維亞17日在貝爾格萊德簽署農業

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加強兩國農業技術、投資貿

易等領域合作，鼓勵中國企業來塞投資食品加工

行業。公報說，備忘錄將增加塞農產品出口至中

國，尤其是蔬菜、水果、牛肉、羊肉和奶粉等產

品。 ■新華社
中英科學家17日在新一期《美國醫學會雜

誌》上說，與無糖尿病的成人相比，中國成人糖

尿病患者的平均壽命縮短9年，主要原因是糖尿

病治療不充分，其中農村地區的情況尤其令人擔

憂。中國目前估計逾1億成年人罹患糖尿病。

■新華社
中國國務院近日印發《“十三五”國家知識

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知識產權規劃首次列入

國家重點專項規劃。規劃指出，到2020年，每

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將從2015年的6.3件增至

12件，國際專利申請量從2015年的3萬件增至6

萬件。 ■中通社
取材於台

北故宮博物院

實物展品的乾

隆主題新媒體

藝 術 展 ——

“乾隆潮”潮

玩大展將首赴

大陸，本月20日至5月7日在青島展出。據介

紹，展覽以台北故宮博物院授權的實物展品圖片

為藍本，通過卡通、動漫、電子音樂、全息影像

等新媒體展示技術，生動再現乾隆皇帝接受百官

朝拜、會見外國使臣、出席慶典以及穿着、飲

食、字畫創作、藝術品收藏等細節。 ■新華社
中國國務院日前印發了《關於擴大對外開放

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確20條舉

措力促引資，放寬包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

等在內的多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其中服務業有14

項，包括放寬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公司、期貨

公司、保險機構等領域有序開放。■經濟參考報

英國硬脫歐 徹底離開單一市場

習近平籲消解全球化負面影響
闡述“中國方案”強調貿易戰必兩敗俱傷

■■天舟一號將天舟一號將在在44月於海南文月於海南文

昌發射場升空昌發射場升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全球治理“藥方”
關鍵詞

1. 創新

■創新政策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

■在培育新產業新模式過程中注入
創新的就業機會

2. 協同

■更廣闊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以
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

■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更多發言權

3. 開放

■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習近平指出，有一種觀點把世界亂

象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

化曾經被人們視為“阿里巴巴的山

洞”，現在又被視為“潘多拉的盒

子” ，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

供了強勁動力，但也要承認經濟全球

化是“雙刃劍”。

實現全球化進程再平衡
習近平強調，把困擾世界的問題

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

實，也無助於問題解決。他提出，我

們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

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惠

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我們要主動

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

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

化進程再平衡；我們要講求效率、注

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

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勇於變革打破增長瓶頸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當前，世界

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源在於全球增長動

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

增長；全球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

世界經濟新變化；全球發展失衡，難

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習近平認為，全球貿易增速繼續

低於經濟增速，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

不佳，強調全球金融市場需要增強抗

風險能力。同時，全球收入分配不平

等，發展不平衡令人擔憂，認為現今

世界經濟增長治理發展模式存在必須

解決的問題，只有堅持創新勇於變

革，才能打破世界經濟增長的瓶頸。

他表示，要創新政策手段，推進

結構性改革，為增長創造空間增加後

勁，並在培育新產業新模式過程中注

入創新的就業機會，堅定不移發展開

放型世界經濟，以及要旗幟鮮明反對

保護主義。

習近平指出，每個國家都有發展

權利，也應該在更廣闊層面考慮自身

利益，不能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

價，並要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更多發言權。要堅持公平包容，

打造平衡互惠的發展模式，要提升發

展公平性、有效性、協同性，要落實

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實現全

球範圍平衡發展。

保護主義如同自困黑屋
習近平說，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不贊成打貿易戰。中國無意通過人民

幣貶值提升貿易競爭力，更不會主動

打貨幣戰。“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

關入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

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他指出，

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習近平強調，中國的大門對世界

始終是打開的，不會關上。“開着

門，世界能夠進入中國，中國也才能

走向世界。我們希望，各國的大門也

對中國投資者公平敞開”。

習近平最後表示，歷史是勇敢者

創造的，讓我們拿出信心，採取行

動，攜手向着未來前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

間17日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

並發表主旨演講，闡述走出全球經濟困境的“中國方案”。

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習近平呼籲

各國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

響，讓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

衡。他亦就重返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向各國發出警告，稱沒人

會在貿易戰中獲勝，強調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香港文匯報訊據大公報報道，習近平17日在世界

經濟論壇中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取得

積極成果，“朋友圈”正在不斷擴大，成效惠及世界。

習近平亦宣佈，今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辦“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

臨的問題尋找方案。

習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3年多來，

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支持，40多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議，“一帶一路”的

“朋友圈”正在不斷擴大。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達

到500多億美元，一系列重大項目落地開花，帶動了各

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一帶一路”倡議

來自中國，但成效惠及世界。

習近平亦在會場宣佈，今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

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共商合作大計，共

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

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為實現聯動式發展注入新能

量，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17日在達沃斯會見美國副總統拜登。習近平請拜登

轉達對奧巴馬總統的良好祝願，積極評價拜登為促進中

美關係和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所做貢獻。

習近平指出，中美建交38年來，兩國關係歷經風

雨，但總體不斷向前發展。特別是自3年多前我同奧巴

馬總統達成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共識以來，在雙方共

同努力下，中美關係沿着正確方向發展，並取得重要積

極成果。兩國雙邊貿易、雙向投資存量、人員往來均創

下歷史新高。

習近平強調，我們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努力，構建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拜登表示，感謝習近平主席為推動美中關係發展作

出的積極努力。美中關係是極為重要的雙邊關係，在21

世紀，美中兩國的增長和繁榮對世界都至關重要。美方

希望美中兩國能夠繼續加深互信、擴大合作。

習近平闡釋全球三大矛盾
1. 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2. 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

3. 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習倡建中美長期穩定合作關係

北京五月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英國將在3月

底前啟動脫歐程序，英國首相文翠珊17日在

倫敦蘭卡斯特宮公佈脫歐計劃，她列出12點

方案，涵蓋邊境控制、司法管轄權及自由貿

易協議等範疇，當中重新取得英國邊境管制

權是脫歐策略的核心，她強調，英國將徹底

離開歐盟“單一”市場，不會“半脫歐”或

成為歐盟“局部成員國”。這意味將採取

“硬脫歐”立場，但強調英國將與歐盟建立

新的平等關係，讓英國企業無須面臨“斷崖

式”的破壞性局面。她又表明，會將最終脫

歐計劃交英國國會表決。

促歐合作警告勿相逼
文翠珊稱，這12個目標是為了實現更

宏大的理想，“在英國及歐盟之間，建構更

正面、更具建設性的新合作關係。”她表明

會為脫歐談判定下4大原則，除了要求“明

確清晰”外，也要讓英國變得“更強大”、

“更公平”及“真正全球化”，警告歐盟成

員國要合作，勿以貿易手段懲罰英國，否則

歐盟將會“四分五裂”。

重奪邊境控制權
歐盟領袖多次表明，假如英國要收緊邊

境控制，限制歐盟人員流動，便必須退出歐

洲單一市場，兩者不可兼得。英國留歐派期

望政府可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但文翠珊重申

將重新取回英國邊境控制權，是其脫歐策略

核心，意味已決定“硬脫歐”。

文翠珊揚言，獨立、自治及全球化的英

國，將與歐盟締結全新的對等關係，“脫歐

後，英國不再是任何形式的歐盟成員國。我

們不會半脫歐，也不會參考其他國家的例

子，保留部分歐盟會籍。”

倘國會否決仍難阻脫歐
文翠珊未有公佈後脫歐時代的詳細移民

措施，但外界認為，她傾向支持工作簽證計

劃，即歐盟公民需要獲得英國公司聘用，才

可以前往當地居住及就業。

在歐盟關稅同盟方面，文翠珊提出，英

國部分行業仍可繼續留在歐盟內，例如汽車

製造業。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表示，脫歐後

英國仍可繼續與單一市場貿易，但要視乎雙

方達成的條件。

文翠珊承認，脫歐之路偶爾會不明朗，

但脫歐最終會讓下一代受惠。

■英國首相文翠珊17日宣佈“脫歐”方
案，強調英國將徹底離開歐盟“單一”市
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大公報報道，中國天

舟一號將搭乘新一代長征七號運載火箭，

將在今年4月於海南文昌發射場升空，並與

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交會對接，驗證對於

空間站建設至關重要的物資補給和推進劑

在軌補加技術。航天專家指出，天舟一號

運輸能力是俄羅斯進步號貨運飛船的約3

倍，與日本、歐洲貨運飛船的運輸能力相

當，但性價比更高。

天舟一號是中國自主研製的首個無人

貨運飛船，主要為空間實驗室運送消耗物

品、推進劑、維修設備、維修器材和試驗

載荷設備等任務，並且下行一些空間站廢

棄物。飛船長約9米，最大直徑約3.35米，

由大直徑的貨物艙和小直徑的推進艙組

成，起飛質量13噸，物資運輸能力6噸。

依照計劃，天舟一號貨運將於今年4

月在海南文昌發射場由長征七號運載火箭

發射。隨後它將與天宮二號進行交會對

接，並為天宮二號“太空加油”，開展物

資補給和推進劑在軌補加等技術驗證，為

中國載人空間站的建設搭橋鋪路。

天舟一號四月飛天宮“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據大公報報道，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公司最新消息顯示，中國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的“北斗三號”衛星計劃將在今年7月前後

進行首次發射，全年共計劃發射6至8顆衛星。

依照計劃，中國將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全

球衛星導航系統。

2020年前後，中國將完成35顆北斗導航衛

星的全球組網，建成以北斗系統為基石的國家

綜合定位、導航、授時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電，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18日在立法會發表2017

年施政報告，這是他任內發表的最後一份

施政報告。他表示，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倡

導作用和主導地位越來越明顯，香港“一

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和“超級聯繫

人”作用越來越突出。香港本着“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原則，機遇無限。

梁振英指出，港府將在9月再次與貿

發局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教育方

面，政府會更改中小學課程及教材，增加

學生學習外語機會；本年到內地“絲綢之

路”沿線的學生交流團名額會增至5,600

名，政府還將通過優質教育基金推動學生

到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

梁振英補充說，港府還將審視放寬對

相關國家的就業、求學、旅遊等簽證要

求。目前政府已與白俄羅斯就雙方的互免

簽證安排達成共識，並計劃放寬柬埔寨的

簽證安排。

港府將審視放寬“帶路”國簽證

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網加速 旅遊綠皮書：中國入境遊年增4%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導，由中國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社科院旅遊

研究中心等共同主辦的《旅遊綠皮書：

2016-2017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

發佈會17日在北京舉行。報告指出，中國

入境旅遊市場實現恢復性增長，去年中國

入境旅遊市場有望持續回暖，實現約4%

的增長，旅遊外匯收入有望實現約5%的

增長。

中國入境旅遊之所以在近年實現恢復

性增長，報告總結為四方面原因：一是中

國72小時過境免簽、144小時過境免簽政

策增加了旅華便利性，二是離境退稅和人

民幣匯率貶值提升了旅遊產品價格競爭

力，三是“一帶一路”戰略為入境旅遊市

場開發指明重點方向，四是中國旅遊行政

主管部門在目的地建設和推廣方面的積極

努力。

■習近平17日在
瑞士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開幕式
上作主旨發言。

美聯社

■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會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並向
施瓦布介紹中國贈送給世界經濟論壇的四面方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