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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六大國際組織首長會談 聚焦經濟全球化

中國不藉貶值刺激出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2 日在北京釣
魚台國賓館，同主要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負責人舉行「1+6」圓桌對
話會。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貿

李克強提五點建議

■李克強表示，中國不會進行競
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 中新社

1、各國應順應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大趨勢，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
通協調。

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秘書長古里亞、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出席。李克強表

2、加大制度創新，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更好保護知識產權。

示，中國經濟下半年會繼續保持上半年穩中向好的態勢，有信心保

3、維護以自由貿易為基石的多邊
貿易體制，實現互利共贏。

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他又說，中國不會進行競爭性貶值來刺激出
口，歡迎外資進入中國。

李克強會上介紹了當前中國經濟形
勢。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正在

經歷「三個轉變」：一，經濟增長由主
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
資、出口協調拉動加快轉變；二，由主
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三次產業協
調帶動加快轉變；三，由主要依靠外延
擴張向依靠提質增效加快轉變。

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旺
他同時表示，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
大、活力旺：韌性強表現為迴旋餘地
大，從而使經濟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
潛力大表現為消費、服務業仍然有巨大
的增長空間；活力旺表現為深入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催生了新產業新業態
蓬勃興起，創造出大量就業崗位。

經濟穩中向好 歡迎外資進入
李克強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出現回暖向
好的一面，但也表現出脆弱的一面，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我們願同國際
社會加強坦誠交流溝通，促進世界經濟
持續復甦。他提出五點建議，其中包括

維護以自由貿易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
發揮各國比較優勢，共享發展成果。
會後，李克強還與主要國際經濟金融
機構負責人共同會見記者。在談及中國
經濟時，李克強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國
經濟增長 6.9%，下半年會繼續保持上
半年穩中向好的走勢。中國不會進行競
爭性貶值來刺激出口，歡迎外資進入中
國。我們有信心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
邁向中高端水平。
與會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讚賞中國
為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所作的努力，並
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勢頭強
勁，前景更加可期。國際經濟組織願進
一步加強對華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
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
此次對話會發表的聯合新聞稿指出，
中國政府和與會各國際組織在宏觀經濟
形勢和政策、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
展、創新驅動、結構性改革、金融監管
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等九個方面達
成了共識，並強調積極反對各種形式的
保護主義，堅定不移地發展開放型世界
經濟。

4、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包容性，
提升發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5、繼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加強
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
範。
來源：央視新聞

圓桌對話達九點共識

國際組織紛調高華增長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2017 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數據之後，國際組織紛紛上調
中國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世界經
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將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
別上調 0.1 和 0.2 個百分點至 6.7%和 6.4%。這是 IMF 今年
第三次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世界經濟合作組織
OECD 發佈公告，將中國 2017 年經濟增速從 6.5%上調至
6.6%，2018年從6.3%上調至6.4%。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6」圓桌對話會後的記者
會上也表示，中國經濟將會繼續保持持續穩定並向好的勢
頭。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成效不斷顯現，消費的貢獻提高，
已經由過度依賴投資出口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中
國經濟的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 世界銀行還發佈報告肯定
中國對全球貿易的推動，稱中國進出口增速提高，大宗商
品出口國出口有所恢復，這些因素將推動今年全球貿易增
速反彈至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
古里亞：「中國製造2025
『雄心勃勃』。」

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
「中國綠色債券在全球資本市
場發展最快。」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
多：「中國經濟轉型進程舉
世矚目，堪稱全球典範。」

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賴德：
「中國經濟轉型是一個成功的
故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
德：「我們看到中國經濟轉型
取得的巨大進步，我把它稱為
『中國經濟再平衡』。」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中國
經濟正在不斷向價值鏈上游
提升，新產業、新動能正在
成為經濟增長的生力軍。」
■李克強與六大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負責人合影
李克強與六大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負責人合影。
。

資料來源：新華網

中新社

e 租寶集資騙局 2 主犯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 12 日公開宣判被告單位安徽鈺
誠控股集團、鈺誠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
被告人丁寧、張敏等26人集資詐騙、非法吸收
公眾存款案。其中，涉案公司被判罰金19億元
（人民幣，下同），主犯丁寧、丁甸被判處無
期徒刑，分別處罰金1億元、7,000萬元。

涉案兩公司罰19億
鈺誠集團2014年7月成立P2P網絡借貸平台
「e 租寶」，以高達 14%收益率的網絡融資為
宣傳噱頭，大量非法吸收公眾資金，累計交易
發生額達700多億元。2015年12月「e租寶」
被立案調查。警方初步查明，「e 租寶」實際
吸收資金500餘億元，涉及投資人約90萬名，

天舟天宮成功自主快速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
日 23 時 58 分，天舟一號貨運飛船順
利完成了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的自
主快速交會對接試驗。這是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空間實驗室飛行任務圓滿成
功後組織實施的系列拓展試驗項目之
一，旨在驗證貨運飛船的快速交會對
接能力，進一步發揮任務的綜合效
益，為中國空間站工程後續研製建設
奠定更加堅實的技術基礎。
試驗開始前，地面科技人員對天
舟一號先後實施了4次軌道控制，保
證天舟一號與天宮二號快速交會試驗
的初始軌道條件，完成了相關試驗準
備。
12 日 17 時 24 分，地面判發指令，
控制天舟一號轉入自主快速交會對接
模式，分遠距離自主導引和近距離自
主控制兩個階段實施。在遠距離自主
導引段，天舟一號自主導引至遠距離
導引終點；在近距離自主控制段，天
舟一號在天宮二號的配合下，利用交
會對接相關導航設備，完成與天宮二
號交會。之後，天舟一號與天宮二號
對接機構接觸，完成對接試驗，整個
過程歷時約6.5小時。

遍佈中國31個省市區。
在公開宣判中，法院對鈺誠國際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以集資詐騙罪、走私貴重金屬罪，判處
罰金 18.03 億元；對安徽鈺誠控股集團以集資
詐騙罪，判處罰金1億元；對丁寧以集資詐騙
罪、走私貴重金屬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偷越
國境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財產50萬元，罰金1億元；對丁
甸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並處罰金 7,000 萬元。同時，法院分
別以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走私
貴重金屬罪、偷越國境罪，對張敏等 24 人判
處有期徒刑15年至3年不等刑罰。
法院經審理查明，安徽鈺誠控股集團、鈺誠
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2014年6月至2015年

12月間，在不具有銀行業金融機構資質的前提
下，通過「e 租寶」「芝麻金融」兩家互聯網
金融平台發佈虛假的融資租賃債權項目及個人
債權項目，包裝成若干理財產品進行銷售，並
以承諾還本付息為誘餌對社會公開宣傳，向公
眾非法吸納鉅額資金。其中，大部分集資款被
用於返還集資本息、收購線下銷售公司等平台
運營支出，或用於違法犯罪活動被揮霍，造成
大部分集資款損失。

追繳資產將按比例發還
截至目前，本案已追繳部分資金、購買的公
司股權，以及房產、機動車、黃金製品、玉石
等財物。追繳到案的資產將移送執行機關，最 ■12 日，北京市一中院依法對丁寧、丁
甸、張敏等26人進行判決。
新華社
終按比例發還集資參與人。

中國正起草品牌發展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共中央國務
院關於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下稱
《指導意見》）全文12日正式發佈，一場關乎
「中國製造」的重大行動有了時間表、路線
圖。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13日透露，為推
動做好品牌發展中長期規劃，正在和發改委等
各部門共同起草《中國品牌發展戰略》，研究
制定中國未來一個時期實施品牌發展戰略的指
導思想、基本原則、戰略任務和保障措施。
支樹平表示，近年，一批中國品牌在加速成
長、快速崛起，多家企業已走出國門、走向世
界。 隨着《指導意見》發佈，支樹平稱，質檢
總局將繼續攜手相關部門，重點抓好4項工作，
大力提升中國品牌的競爭力，除了起草《中國品

牌發展戰略》；還要完善品牌培育機制、完善品
牌建設標準體系和評價體系，以及開展「中國品
牌日」系列宣傳活動。

加大打擊侵權與假冒偽劣
支樹平又說，《指導意見》明確規定要繼續
加強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假冒偽劣工作，要健
全打擊假冒偽劣的長效機制。下一步，質檢總
局將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保持高壓態勢。對
每一件涉嫌造假的線索，盯住不放；對每一起
質量違法案件，一查到底；對每個造假企業，
徹查嚴懲，甚至公佈於眾；對每一處質量造假
集中的區域，要亮黃牌，甚至行政約談、掛牌
督辦。

「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北美獲好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首部公映的「慰安婦」
題材紀錄電影《二十二》本月 8 日登陸北美院
線，並獲外媒好評。
中國日報網 13 日引述《華盛頓郵報》稱，導
演郭柯採用了一種沉靜而審慎的表現手法，是
出於對倖存者和她們過往經歷的尊重。《洛杉

磯時報》則稱：「這部紀錄片中沒有炫技，導
演只是一個接一個地講述了這些女性的生活，
緩慢而悲傷。這不是一部輕鬆的電影，但它也
不應該是。」《二十二》8 日在北美 10 座城市
上映。根據安排，《二十二》是中文原聲配英
文字幕，上映當天排片5場。

世界旅遊組織大會
成都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世界旅遊
組織（UNWTO）第 22 屆全體大
會 13 日在四川成都開幕，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家旅遊局局
長李金早、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秘書長瑞法依等中外嘉賓出席開
幕式。汪洋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
賀詞並致辭，瑞法依宣讀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賀信並致辭，李
金早主持大會。
習近平在賀詞中表示，旅遊是
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交流互見的
重要渠道，是發展經濟、增加就
業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重要產業。旅遊業對中
國經濟和就業的綜合貢獻率已超
過 10%。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
推動全球旅遊業發展和國際旅遊
交流合作中發揮着積極作用，希
望各國以這次會議為契機，共同
推動全球旅遊事業取得更大發
展。

■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需要繼續綜合
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等各項
政策工具。
■要引領好經濟全球化走向，積極反對
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堅定不移地發
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充分發揮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
和全球基礎設施基金的作用。
■政策制定者應積極推進社會領域改
革，確保包容性。
■消除競爭和市場開放的壁壘，完善社
會保障等稅收和福利體系。
■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措施，維護
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
則。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勞動力供求
分配。
■歡迎金融穩定理事會對影子銀行風險
監測和政策工具的評估。
■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勁、以份額為基
礎、資源充足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維護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網中的核心作
用。
來源：中新社

新聞 速遞
一艘載有11名中國籍船員的多米尼克籍挖沙船13日
凌晨與一艘印尼籍油槽船在新加坡海域發生碰撞後傾
覆，其中7人被救起、4人失蹤。船上另有一名馬來西
亞籍船員落海失蹤。獲救者中有 1 人肋骨骨折須留院
治療，其餘 6 人無大礙。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已敦促
有關方面全力搜救失蹤人員、救治傷員，並妥善安置
其他人員。
■新華社
英國QS全球教育集團12日發佈最新「QS全球畢業
生就業競爭力排名」，6 所中國高校躋身世界 50 強。
亞洲區以清華大學排名最高列第十，香港以香港大學
排名最高列第二十，其餘在前50的還包括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
■新華社
印度漢學家、翻譯家狄伯傑新作《中印情緣》印地
語版，以及他所翻譯的《論語》和《孟子》印地語版
等圖書首發式12日在印度尼赫魯大學舉行。 狄伯傑表
示，要全面了解中國，就必須了解中國的文化和中國
人的思想。撰寫《中印情緣》及翻譯中國經典著作正
源於這一初衷。
■新華社
「中國最年輕大
學」——中國社會
科學院大學12日揭
牌成立（圖），迎
來首批 392 名全日
制本科新生。中國
社科大隸屬於中國
社科院，以中國社
科院研究生院為基礎，整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本科教
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資源而組建。
■新華社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等多部門近日聯
合印發《關於擴大生物燃料乙醇生產和推廣使用車用
乙醇汽油的實施方案》，明確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使用
車用乙醇汽油，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覆蓋。推廣使用
車用乙醇汽油有利於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自給能
力和安全水平。
■新華社
近日，廣州長
隆野生動物世界
來了幾隻馬來西
亞國寶——長鼻
猴（圖），這也
是中國的首次引
進。由於棲息地
受到破壞，牠們
比中國國寶大熊貓還要珍稀，全世界僅有一千多隻，
被列為國際瀕危保護物種。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