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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館網站消息，提醒春
節期間赴加旅遊、訪問的中國公民，增強安全防
範意識，不要接觸、使用和攜帶大麻，如在加拿
大登機回國前吸食了大麻，即使沒有攜帶，下飛
機時如被查出吸毒，等同於在國內吸毒。

■海外網
20日在廣東韶關召開的2019年全國海事工作

會議透露，通過實施船舶節能減排等系列措施，
2018年中國環渤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
排放控制區的船舶硫氧化物、顆粒物排放量相比
2015年分別下降33%和22%。 ■新華社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日前召開廣東省直銷企
業約談告誡會，採用集體約談的方式，對註冊地
在廣東省內的直銷企業和獲批廣東直銷區域許可
的直銷企業，以及廣東分公司負責人進行提醒告
誡。與會的32家直銷企業簽署了規範經營承諾
書，嚴格管理、自覺履行直銷企業責任。

■香港文匯報

去年GDP增6.6% 首破90萬億
中國經濟向好基本面未變 今年有信心中高速增長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在內外需放緩、貿易摩擦升級等影響下，2018年中

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9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6%，較2017

年放緩0.2個百分點，完成6.5%左右的預期目標；但四個季度逐季走低，四季度增速6.4%

創下2009年一季度以來最低季度增速。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運

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未變，今年有基礎、有條件、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

新華社電：記者從廣東省「基因編輯嬰
兒事件」調查組獲悉，現已初步查明，該
事件係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為追逐
個人名利，自籌資金，蓄意逃避監管，私
自組織有關人員，實施國家明令禁止的以
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活動。對
其個人及機構涉及犯罪的，將移交公安機
關；對已出生嬰兒和懷孕志願者，廣東省
將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與相關方面
共同做好醫學觀察和隨訪等工作。

私自組織實驗 蓄意逃避監管
據調查組介紹，2016年6月開始，賀
建奎私自組織包括境外人員參加的項目

團隊，蓄意逃避監管，使用安全性、有
效性不確切的技術，實施國家明令禁止
的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活
動。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賀建奎
通過他人偽造倫理審查書，招募8對夫
婦志願者(艾滋病病毒抗體男方陽性、女
方陰性)參與實驗。為規避艾滋病病毒攜
帶者不得實施輔助生殖的相關規定，策
劃他人頂替志願者驗血，指使個別從業
人員違規在人類胚胎上進行基因編輯並
植入母體，最終有2名志願者懷孕，其
中1名已生下雙胞胎女嬰「露露」「娜
娜」，另1名在懷孕中。其餘6對志願者
有1對中途退出實驗，另外5對均未受

孕。該行為嚴重違背倫理道德和科研誠
信，嚴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在國內外
造成惡劣影響。

做好已生嬰兒醫學觀察及隨訪
調查組有關負責人表示，對賀建奎及涉
事人員和機構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涉嫌
犯罪的將移交公安機關處理。對已出生嬰
兒和懷孕志願者，廣東省將在國家有關部
門的指導下，與相關方面共同做好醫學觀
察和隨訪等工作。
2018年11月26日，賀建奎團隊對外宣

佈，一對基因編輯嬰兒誕生。隨即，廣東
省對「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展開調查。

「基因編輯嬰」賀建奎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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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霧中撞冰山
「雪龍」人船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記者
從中國自然資源部獲悉，「雪龍」船在執行中國
第35次南極考察任務期間，於北京時間1月19日
上午10時47分，在阿蒙森海密集冰區航行中，
因受濃霧影響，在南緯 69°59.9'，西經 94°
04.2'位置與冰山碰撞，碰撞時船速3節(約時速
5.56千米)，船艏桅桿及部分舷牆受損，無人員受
傷，壓載水艙、油艙、主機及其他船舶動力設
備、通訊導航設備運行正常。
情況發生後，自然資源部高度重視，立即研究
部署並開展應對工作，把人員安全放在首位，及
時對船舶安全狀態進行監測，精心組織對受損部
位進行檢修，在確保安全前提下，制定後續科考
作業方案。目前，「雪龍」船運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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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1日公佈數據顯
示，2018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139,538
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全年
出生人口1,523萬人，人口出生規模連
續第二年萎縮，人口出生率由上一年
的12.43‰降至10.43‰，創數十年新
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1‰，也創
下新低。對於社會上有關中國人口紅
利消失的擔憂，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
喆表示，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人口數
量和勞動力大軍，人口紅利仍然存
在，勞動參與率還在提高。同時，人
才紅利正在形成，為經濟發展提供智
力基礎和支持。
對於2018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寧
吉喆表示，人口數據不應只看一

年，縱觀近些年人口數據，可以發
現人口結構是隨經濟社會發展變化
的，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必過度
解讀。2018 年中國人口保持正增
長，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其中
相當比例是二胎，這個數字是很可
觀的。

勞動力資源近9億 就業超7億人
寧吉喆還引述數據稱，中國勞動

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
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
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
萬。「隨着勞動力素質提高，人才紅
利會越來越發揮出來，加上我們仍然
存在的人口紅利，支持中國經濟中長
期向好的因素，沒有也不會改變。」

消費結構總體升級

中國 經 濟 增 速 自
2015 年「破 7」

後，2015年、2016年、
2017年GDP增速分別為
6.9%、6.7%、6.8%，
2018年繼續下行。中國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
表示，2018年GDP同比
增 長 6.6% ， 實 現 了
6.5%左右的預期增長目標，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居
首位。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持
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貢獻者。2018年GDP超過90萬
億元，比上年增加了近8萬億元人民幣。按平均匯率折算，
經濟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
寧吉喆稱，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最大
的變是外部環境的變化，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
動、全球投資大幅下滑、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及單邊主義盛
行，都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相當於GDP
三分之一的中國產生影響。國內環境也在變化，長期積累的
結構性矛盾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經濟有轉型之痛，在此
背景下，經濟增長率回落在預料之中。

第三產業貢獻率上升
分產業看，第三產業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全年
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52.2%，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高
於第二產業11.5個百分點；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
59.7%，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
從需求結構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
76.2%，比上年提升18.6個百分點，高於資本總額形成43.8
個百分點。受貿易摩擦、外需疲弱等影響，貨物和服務淨出
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自2018年以來持續為負，全年對經濟
增長貢獻率為-8.6%。

內需主導 不畏貿戰
寧吉喆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總體上是內需主導，國內市場
開拓的空間十分廣闊，經貿摩擦沒有也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發
展的基本面，中國經濟抗禦壓力的韌性、應對衝擊的後勁，
長期穩中有進的態勢沒有也不會改變。
寧吉喆還稱，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經濟運行影響總體可
控。從長期發展趨勢看，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沒有改
變，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中美貨物貿易額超過
6,300億美元，互利共贏的本質不會改變，合作需求潛力十
分巨大。
對於今年經濟形勢，寧吉喆表示，2019年中國有基礎、
有條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實現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
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六（19日）再
次對中美貿易談判表示樂觀。據外媒
報道，特朗普當天稱美國同中國的貿
易協議談判正在取得進展。不過他否
認了正在考慮解除對中國產品加徵的
關稅。對此，外貿領域專家指出，美
方不斷釋放樂觀表態，無疑會增加貿
易磋商成功的概率。這背後是美方認
識到搞貿易保護主義不是沒有成本
的，回到談判桌才是聰明的做法。
特朗普周六向媒體表示，「磋商
進展順利，差不多再順利不過
了。」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
所副所長白明指出，目前美方不斷
釋放樂觀表態，無疑會增加成功的
概率。這背後是中方的反制措施讓
美國認識到，搞貿易保護主義不是
沒有成本的，回到談判桌才是聰明
的做法。

■■經初步查明經初步查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係南方科技大學副教係南方科技大學副教
授賀建奎授賀建奎（（左左））為追逐個人名利為追逐個人名利，，自籌資金自籌資金，，蓄意逃避監蓄意逃避監
管管，，私自組織有關人員私自組織有關人員，，實施國家明令禁止的基因編輯活實施國家明令禁止的基因編輯活
動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最近，多家外媒陸續報道了一件事：2018年10
月至12月，來自中美俄等國的聯合團隊密切合
作，在非洲國家尼日利亞成功回收轉移一批高濃
縮鈾，消除了恐怖分子搶奪危險核材料的風險。

美國媒體對中國發揮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評
價，認為「中國在核材料運儲過程中發揮了關鍵
作用」。俄羅斯媒體則評價：「尼日利亞行動的
細節完全可以成為大片劇本的基礎，現實情節可
能與電影情節一樣有趣和驚人。」

恐遭恐怖組織搶奪 1日內完成行動
美國《防務新聞》網站對現場情形的描繪是：

在美國的一個集結地，一群核專家正盯着時鐘，
緊張地等待消息。這個專家小組由中國、美國、
俄羅斯、英國、挪威及捷克等國專家和技術人員
組成，他們將前往尼日利亞的卡杜納地區，從一
個研究反應堆中移除高濃縮鈾。

然而，專家小組被警告，這個反應堆可能成為

恐怖分子的獲取目標。就在小組於2018年10月
20日準備出發時，卡杜納地區暴力活動導致數十
人死亡，該地區實行宵禁。兩天後，即10月22
日，專家小組獲得了卡杜納宵禁的豁免，並準備
開展行動，但出於安全考慮，通常需要花費數天
時間的行動只能在24小時內完成。

10月23日凌晨1時30分，一架俄羅斯安-124
運輸機載着負責核材料拆卸轉移的專家小組在尼
日利亞降落。就在技術團隊完成拆卸封裝濃縮鈾
任務後，情況又有了變化——運送核材料的運輸
機要通過其他國家領空，但這需要其他國家的許
可。為確保絕對安全，相關國家需要協調領空通
過的許可，同時，又要絕對保障核材料的安全。
最終中國在運輸和儲存核材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
用。

五周後，這批濃縮鈾終於在尼日利亞軍方的護
送下運至機場裝機。12月4日，安-124運輸機飛
向目的地中國。 ■澎湃新聞

中美俄聯手運核材料出非洲

■美國媒體對中國發揮的重要作用予以
高度評價，認為「中國在核材料運儲過
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關於社會
上對消費降級的擔憂，寧吉喆表示，2018
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上年高。全
年比前三季度稍微低點，這一點波動不足
以說明有質的變化。總的看，隨着人民收
入水平提升，消費結構總體是升級的。
他指出，按國際通行指標恩格爾系數衡
量，這幾年都是下降的，說明居民消費中非
實物性支出在總體上升。同時，商品消費向
高品質方向發展。物美價廉的商品好銷售，

但是質量高、價格不菲的商品也開始更多地
進入中高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群體超4億人
他表示，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
性的中等收入群體，據測算已超過4億人，並
在持續擴大。2018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元人民幣，比上年名義增長8.7%，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當年，中國GDP同
比增長6.6%，與收入增速基本同步。

進出口首超30萬億元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及中新社報道，國
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2018年全年貨物進
出口總額305,050億元（人民幣，下同），比
上年增長9.7%；貿易總量首次超過30萬億
元，創歷史新高；數量增長，結構優化，進出
口穩中向好的目標較好實現。
具體來看，出口164,177億元，增長7.1%；
進口140,874億元，增長12.9%。進出口相
抵，順差為23,303億元，比上年收窄18.3%。
中國對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全面增長，對歐
盟、美國和東盟進出口分別增長7.9%、5.7%
和11.2%；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
勢良好，合計進出口增長13.3%。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

部長、研究員趙晉平21日在國是論壇上指出，
2018年中國進口增速超過出口增速。隨着中國
擴大進口政策不斷推出，中國消費者需求不斷
釋放，預計2019年進口增速有望保持較高水
平，高於外貿總體增速。

2018年主要經濟數據
指標 2018年同比增長 與上年相比

GDP 6.6% ↓0.2個百分點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6.2% ↓0.4個百分點
投資 5.9% ↓1.3個百分點
消費 9% ↓1.2個百分點
出口 7.1% ↓3.7個百分點
進口 12.9% ↓5.8個百分點
CPI 2.1% ↑0.5個百分點
人均可支配收入 6.5% ↓0.8個百分點

（記者海巖整理）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統計局2121日發佈數據顯示日發佈數據顯示，，2018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GDP））900900,,309309億元億元
（（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首次突破首次突破9090萬億元大關萬億元大關。。圖為山東鄒平一家鋁業公司車間圖為山東鄒平一家鋁業公司車間。。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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