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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19日至20日在日本仙台舉行海洋事
務高級別磋商。報道稱，關於為避免釣魚島周邊
的偶發性衝突在防務部門間設置的「海空聯絡機
制」，雙方將進行旨在啟用的最後階段協調。兩
國力爭在會談上就機制的啟用達成正式協議。上
一次磋商為去年12月在上海舉行，這是第九
輪。 ■共同社、大公網
2018年世界製造業大會將於5月25日至27日

在安徽省省會合肥舉辦，2018年中國國際徽商
大會同期舉辦。大會將以製造業為重點，擬向海
內外推介1,000多個合作項目，廣泛拓展國內外
先進製造業在安徽的合作發展空間。 ■中新社
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18日公開開庭審

理中國司法部原黨組成員、政治部原主任盧恩光
行賄、單位行賄一案，案件擇期宣判。檢察院指
控：1992年至2016年，盧恩光合共行賄2,000多
萬人民幣。 ■中新社
泰國官方數據顯示，上月赴泰外國遊客數較去

年同期增16%，其中對泰國旅遊業貢獻最大的中
國大陸遊客數增長27%。上月赴泰中國大陸遊客
達100萬人次，為其帶來約561億泰銖收入，同
比增長近41%。 ■新華社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汽解放
18日宣佈，解放第七代卡車產品——解放J7正
式下線（圖），這標誌着J7正式進入批量生產。
同日，解放L4級系列智能駕駛系統和智能車也
對外發佈，開啟世界級高端智能重卡新時代。

■新華社
為綜合反映中國國民閱讀總體情況，中國新聞

出版研究院18日首次發佈中國閱讀指數，並公
佈2017年中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
4.66本，人均每天讀書20.38分鐘。 ■新華社
吉林長白山19日面向全球推出長白山旅遊

「惠民五條」政策，全球遊客進長白山景區免半
年（每年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門票。此
外，全年購一張門票，可在三天內不限次數遊覽
長白山北景區和西景區；每年5月1日至10月8
日期間延長北、西景區開放時間等。 ■中新社

中美未就貿易爭端進行任何談判
商務部：中國不會讓步於單邊主義

速遞新聞中國新禁進口32種「洋垃圾」

深圳中山跨海通道月底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孫琳 北京報
道）中國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
19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透露，近日，
生態環境部等部門聯合印發公告提出，
今明兩年年底將32個品種的「洋垃圾」
分兩批調入《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目
錄》，禁止入境。
根據生態環境部、商務部、發展改革

委、海關總署聯合印發的關於調整《進口
廢物管理目錄》的公告，廢五金、廢船、
廢汽車壓件、冶煉渣、工業來源廢塑料等
16種固體廢物調整為禁止進口，自2018
年12月31日起執行；將不銹鋼廢碎料、
鈦廢碎料、木廢碎料等16種固體廢物調
整為禁止進口，自2019年12月31日起執
行。

涉廢五金廢木料 分批執行
劉友賓表示，2017年7月發佈的《禁

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

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
方案》)，明確提出「分批分類調整進
口固體廢物管理目錄」「逐步有序減
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數量」。原環
境保護部會同有關部門2017年年底已
將生活來源廢塑料、未經分揀廢紙、
廢紡織品、釩渣等4類24種固體廢物
調整為禁止進口。此次目錄調整是推
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的又一
項重要改革措施。
劉友賓強調，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將

加強固體廢物和垃圾處置作為着力解決
突出環境問題的重要內容，今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把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分類
處置，嚴禁「洋垃圾」入境作為今年的
一項重點工作。
下一步，生態環境部將會同有關部門

不折不扣地落實好《實施方案》，確保
各項改革措施落地見效，嚴禁「洋垃
圾」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孫琳報道：生
態環境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19日在生態環境
部例行發佈會上表示，中國水污染治理形勢依然十
分嚴峻，生態環境部將聯合住房城鄉建設部於5月
初啟動2018年黑臭水體整治環境保護專項行動，
力爭2019年底前縣級以上城市飲用水源地全部完
成整治。同時，下一步將全面治理雄安新區水污
染，推動高污染行業企業退出。
此外，生態環境部18日晚通報，針對山西省洪
洞縣三維集團被揭違法傾倒工業廢渣，記者暗訪遭
扣押，生態環境部已聯合山西省人民政府對事件進
行掛牌督辦。山西省環保廳當晚即趕赴現場進行督
導，組織力量對污染場地實地勘查，對廢水和工業
廢渣進行佈點監測，依法對2名村幹部行政拘留。
生態環境部表示，已迅速採取措施，一是聯合山

西省政府進行掛牌督辦，要求臨汾市政府依法依規
嚴查企業違法排污行為、政府及監管部門履職情況
等問題，並及時向社會公開。二是會同證監會對三
維集團進行上市公司聯合懲戒。據悉，目前各項調
查工作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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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揭牌 對外統稱「中國之聲」 中外科學家抗肥胖藥研究獲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新組建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19日上
午正式揭牌。根據《深化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方案》，整合中央電視台
（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組建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作為國務院直
屬事業單位，歸口中宣部領導。對

內保留原呼號，對外統一呼號為
「中國之聲」。
上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召
開中層幹部大會，宣佈中央關於組
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領導班子任
職的決定，慎海雄任中央廣播電視
總台台長、黨組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省交通集
團18日通報，粵港澳大灣區又一跨海通道——
深中通道橋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已於17日簽
訂，意味着該橋樑工程項目進入實質開工階
段。按計劃，將於4月底逐步開展臨建設施施
工，9月1日正式開始工程樁基施工。

預計2024年建成通車
深中通道是連接廣東省深圳市和中山市的大

橋，也是繼港珠澳大橋之後的又一超級跨海橋

樑工程，工程集「隧、島、橋、水下互通」四
位一體。深中通道建成通車後，從中山到深圳
的車程將由2小時縮減為30分鐘。項目計劃於
2024年建成通車。深中通道橋樑工程全長約17
公里，工程規模宏大，採用雙向八車道高速公
路設計標準，設計時速為100公里/小時。

該橋樑工程包括伶仃洋大橋、中山大橋、
洩洪區非通航孔橋、淺灘區非通航孔橋和陸域
引橋，涵蓋超大跨徑懸索橋、大跨徑斜拉橋、
大型鋼箱連續樑橋和預應力混凝土連續樑橋以

及小箱樑橋等眾多類型結構物，技術難度大。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陳偉樂介紹，橋樑工
程不僅跨越了珠江口多條高等級主航道及主要
洩洪通道，同時受到深圳機場航空限高影響，
加上所處位置地質情況總體較差，建設條件十
分複雜。
廣東省交通集團表示，深中通道建成後，將

有效釋放廣東當前的交通路網壓力，還將與港
珠澳大橋、虎門大橋、珠江黃埔大橋等，共同
撐起粵港澳大灣區的「脊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
研究所的吳蓓麗課題組聯手德國、美國的科研團隊，在
抗肥胖藥物靶點的結構和功能研究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為治療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的藥物研發提供了重要的依
據。相關研究成果於北京時間19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
《自然》上在線發表。
「服用減肥藥物通常伴隨着神經和心血管系統的損

傷，導致諸如失眠、焦慮、高血壓、心悸等副作用，我

們的研究闡明了『1型神經肽Y受體』與不同類型配體
的精細作用機制，將有助於人們設計出藥效更強、副作
用更低的新型減肥藥物。」吳蓓麗研究員說。神經肽Y
是人體內最有效的刺激食欲的物質，吳蓓麗科研團隊聯
手國際夥伴，通過多學科的緊密合作與艱苦攻關，首次
成功測定了「1型神經肽Y受體」分別與小分子抑製劑
UR-MK299和BMS-193885結合的復合物晶體結構，為
靶向該受體的藥物設計提供了高精度的結構模板。

商務部19日上午舉行例行發佈會。有記者提
問，世貿組織公佈的一份文件顯示，美國

表示願意與中方就「232」措施和「301」調查項
下的徵稅建議，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展開
磋商，請問這一消息是否屬實？另外，有分析認
為這是美方態度的一種緩和，請問該如何理解？
另外，中美雙方是否會就此進入談判階段？

美嚴重背離WTO宗旨原則
高峰回應稱，我們已注意到有關報道，有些解
讀不符合事實。美方依據其國內法，先後對中國
產品發起「232」條款調查並採取徵稅的措施，
發起「301條款」調查並公佈對中國徵稅產品的
建議清單，嚴重背離了世貿組織的宗旨和原則。
中方分別於4月4日和4月5日在世貿組織爭端解
決機制項下，將美方301徵稅建議措施和232徵
稅措施訴諸世貿組織。磋商是爭端解決訴訟中的
必經程序，按照爭端解決程序的規定，美方應當
在收到中方磋商要求之日起10日內作出答覆。
4月13日，美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致函中國常

駐世貿組織大使，表示願就中方上述訴美案件進
行磋商，美方此舉只是滿足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機制項下中方訴求的程序性要求。中方將按照世

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推進對美方的訴訟。
高峰強調是，美方依據其「301條款」，公佈

對中國徵稅產品建議清單的措施，完全拋棄了多
邊規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行
徑。目前，雙方尚未就美國「301條款」調查和
美國對中國徵稅產品建議清單問題進行任何雙邊
談判。

制裁美進口高粱對華影響不大
另外，商務部日前公佈了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

高粱反傾銷調查初裁，有人關心這是否對國內相關
消費產生影響？高峰指出，選擇對進口高粱制裁是
經過認真評估，總體對中方影響不大。根據統計，
中國自美國進口的小麥、玉米等穀物數量佔國內消
費量比例不到2%，主要是調劑品種需要，即使加
徵關稅，也對國內消費基本沒有影響。
被問到中國是否低估了美方的措施時，高峰表

示，中國不會讓步於單邊主義，中國貿易發展勢
頭依然穩固。高峰指出，美國加徵關稅總體對中
方影響不大，中方已做好充分準備，並有能力、
有辦法化解貿易摩擦帶來的挑戰。同時，希望美
國不要低估中國的決心，如果企圖遏制中國的發
展是「打錯算盤」。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針對近日有報道指美國願意與

中國就「301調查」展開磋商，對此，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

峰19日稱，媒體有些解讀不符事實，美方相關回應只是滿

足了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項下中方訴求的程序

性要求，目前，中美雙方尚未就美國「301調查」和美對中國徵稅產品建議清單

問題進行任何雙邊談判。被問到中國是否低估了美方措施時，高峰表示，中國不

會讓步於單邊主義，也希望美國不要低估中國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就美國對
中興採取出口管制措
施一事，中國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高峰19日
表示，中方將密切關
注事態的發展，隨時
準備採取必要的措
施，維護中國企業的

合法權益。「希望美方不要自作聰明，不要低
估中方的決心。」他強調。

行動針對中國但終傷自身
美國商務部此前發佈公告稱，美國政府禁止

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並聲稱中
興通訊曾向美國官員作虛假陳述。高峰表示，
美方的行徑引起了市場對於美國貿易和投資環
境的普遍擔憂。美方的行為表面上是針對中
國，但最終傷害的是美國自身，不僅會使其喪

失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還會影響成百上千的
美國關聯企業。他並指出，上述舉動還將動搖國
際社會對美國投資和營商環境穩定的信心，「希
望美方不要自作聰明，否則只會自食其果」。高
峰同時強調，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決心，如
果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是「打錯算盤」。「中方
堅決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決心和信心不會有絲
毫動搖，我們會進行堅決的鬥爭。」

正審查高通併購案 或不利市場競爭
此外，高峰還表示，商務部正根據《反壟斷
法》的規定，依法對高通公司收購恩智浦半導
體公司股權案進行審查。由於該交易在行業內
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對市場競爭可能不利，調
查機關需花費大量的時間調查取證和分析，並
已就此交易向高通公司提出競爭關注，與高通
公司就如何消除交易產生的不利影響進行磋
商。高通公司提出的救濟措施方案難以解決相
關市場競爭問題。

回應封殺中興 望美勿自作聰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商務部19日
發佈公告，初裁原產於美國、歐盟和新加坡的進口
鹵化丁基橡膠（也稱鹵代丁基橡膠）存在傾銷，令
國內鹵化丁基橡膠產業受到了實質損害，且傾銷與
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故決定對相關進口產
品實施保證金形式的臨時反傾銷措施。
根據裁定，自2018年4月20日起，進口經營者

在進口原產於美國、歐盟和新加坡的鹵化丁基橡膠
時，應依據裁定所確定的各公司傾銷幅度（26.0%
至66.5%）向中國海關提供相應的保證金。

應國內鹵化丁基橡膠產業申請，商務部於
2017年 8月 30日發佈公告，決定對原產於美
國、歐盟和新加坡的進口鹵化丁基橡膠進行反傾
銷立案調查。鹵化丁基橡膠主要用於耐熱內胎、
耐熱軟管和輸送帶、藥用瓶塞、防震墊、黏合劑
和密封材料等。據中方統計，2016年美國向中
國出口鹵化丁基橡膠約6.1萬噸，出口金額約1.5
億美元；歐盟出口量約4.5萬噸，出口金額約1
億美元；新加坡出口量近4萬噸，出口金額
9,300多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
國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19
日表示，從目前看，中美貿易摩擦對
中國國際收支影響總體可控。短期來
看不排除個別季度會有波動，但中長
期看，中國經常賬戶收支將是一個平
穩、有序的發展過程。
她表示，經常賬戶收支更趨平衡

並且保持在合理區間的格局不會變。
2017年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為
1.3%，未來經常賬戶收支可能更趨
平衡。
她還表示，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平

穩運行的經濟基礎不會變。國內經濟
基本面依然是影響跨境資本流動的根
本性因素，當前國內經濟穩中向好的
發展態勢不斷鞏固，中國經濟韌性較
強，市場迴旋空間較大。
同時，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仍會

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將有利
於跨境資本均衡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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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中國商務部發言人
高峰高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中國初裁原產美歐星橡膠傾銷

■就美國對中興通訊採取出口管制措施一事，中國商務部表示，中方將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隨時準備採
取必要的措施。圖為中興2月於世界移動通信大會的展台。 資料圖片

■今明兩年年底中國將有32個品種的「洋垃
圾」禁止入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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