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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警方21日宣佈，在新西蘭湯加里羅國
家公園搜尋到一具女性遺體，確認屬於20日被
報失蹤的中國遊客。據警方表示，這名51歲的
中國女性遊客於18日與三位友人前往該公園徒
步旅行，途中走散，截至19日晚仍未返回營
地，同行友人於是報警。該遊客的死亡原因還
在調查中。 ■新華社
中國人社部21日表示，基金投資運營和監督
管理工作穩步推進。截至9月底，已有18個省
（區、市）政府與社保基金會簽署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委託投資合同，合同總金額9,660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7,992億元資金已經到
賬並開始投資。 ■中新網
天津航空表示，將自本月27日起至2020年3

月28日執行冬春航班計劃，執飛航線190餘
條，國內外通航城市80餘座，新增航線68條，
重點加強天津、西安、烏魯木齊、海口、貴陽
等地區國內航線佈局，並增頻加密天津至日韓
直達國際航線。 ■新華網
北京世園會已於本月9日閉幕。記者從北京
世園局獲悉，為方便市民遊客繼續在北京世園
會園區體驗，欣賞金秋絢麗景色，北京世園會
園區室外部分自21日起再次對外開放，實施每
人20元人民幣的惠民票價。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首艘國產航母20日下午完成第八次出海試
航，在霧霾籠罩下返回大連造船廠碼頭。今
次海試自10月15日開始，共持續五天。返
港時，除艦載機牽引車外，甲板不再有艦載
機模型，亦無明顯艦載機降落痕跡。據遼寧
海事局此前發佈的0214號航警，國產航母此
次試航比預計時間至少提前一天完成。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國產航母完成海試返港

習近平向香山論壇致賀信：不斷完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

魏鳳和：搞分裂是死路一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國家
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聞發言人
袁達21日表示，個別外媒質疑中國經濟數
據，認為中國經濟是「嚴重放緩」，這是
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站不住腳的。

實物量指標反映經濟平穩
前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6.2%，經濟增速雖略有放緩，但發展質量仍
在持續提升。袁達指出，其間，產業轉型升
級加快，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高技
術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8.4%、8.7%，明
顯快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全國城鎮新
增就業1,097萬人，已基本完成全年目標任
務；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
6.1%，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單位GDP能
耗同比下降2.7%，生態環境質量總體穩定。
「隨着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

質量發展階段，只要就業擴大、居民收入
增加、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發展質量效益
逐步提高，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
以接受的。」袁達表示。
以實物量指標為例，黃金周期間，全國

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超5
億人次，收費公路交通流量達到3.7億輛；
10月1日當天全國鐵路客運量達到1,713.3
萬人次，刷新國慶假期單日客運量歷史記
錄。前三季度，全社會用電量增長4.4%，
其中工業、服務業用電量分別增長3%、
8.7%；貨運量增長5.9%，其中鐵路貨運量
增長6.1%。
「這些實物量指標是經濟增長最直接的

反映，完全能夠支撐我國經濟總體平穩的
判斷。」袁達表示，今年以來，在國內外
困難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情況下，中國經
濟結構持續優化，民生福祉不斷改善，既
實現了「穩」，又取得了「進」，這是非
常不容易的。
袁達表示，當前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依

然複雜嚴峻，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
大，經濟運行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下一
步，將抓好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以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促進形成強大國
內市場，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
平開放，着力做好「六穩」工作，保持經
濟平穩運行。

駁經濟「嚴重放緩」論 發改委：發展質量續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倪夢璟報
道，在貿易摩擦與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的形
勢下，中國卻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上海及
長三角就是其中的引領者之一。讓上海及長三
角成為國際合作的「燈塔」，不僅有益於中
國，全球各國也將從中得益。20日在上海舉行
的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第三十一次
會議上，數十位跨國公司負責人對上海、長三
角乃至中國發展寄予了上述新期望。上海市市
長應勇在主題報告中表示：「上海能有今天靠
的是改革開放，而上海要有更高的城市能級、
更強的經濟競爭力，還是要靠更深層次的改
革、更高水平的開放。」

保險領域開放潛力大
銀瑞達董事會主席瓦倫貝里提出，長三角未

來能夠成為區域與國際合作的「燈塔」，不僅
在於這一地區高度發達的基礎設施、發展成熟

的核心產業、對外資定位的廣泛認可以及富裕
的市民生活，也在於長三角一體化升級為國家
戰略。
美國國際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迪佩雷奧爾

特非常看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保
險領域的開放潛力。他表示，當前全球面臨經
濟下行壓力、持續的貿易緊張以及國際貿易體
系的動盪，在這種不確定性中，上海自貿區尋
求對標經濟自由區的國際最佳實踐，既發現並
吸引了國內外投資，也給跨國企業拓展中國市
場帶來新機遇。
西門子股份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澤爾

建議，上海及長三角應依託自貿區創造的有
利條件，利用便捷的運輸系統，大幅降低貿
易成本，從而形成一個具有規模經濟和多樣
化特徵的城市集群、一個多元化產業協同集
聚的主要平台，進而對全球總部經濟更具吸
引力。

■上海市市長應勇作主題報告時表示，上海
要有更高的城市能級、更強的經濟競爭力，
要靠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

中新社

外資冀長三角成國際合作「燈塔」

香港文匯報訊 據第一財經報道，在回應「近
期一些國內企業加速產能向東南亞轉移」的提問
時，袁達表示，近年來，隨着國際產業分工和全
球產業佈局的深度調整，中國製造業已經進入到
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過
程中，有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設廠經營以及
開展投資合作，是正常的市場現象。
袁達表示，中國市場規模巨大，人力資源豐

富，基礎設施發展完善，產業鏈配套齊備完

整，社會創新創造活力不斷迸發，經濟發展向
好、產業持續升級的趨勢沒有改變。同時，中
國政府大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建設，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放寬外資准入，大
力推動減稅降費，為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內
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更加優化、更具吸引力的
營商環境。袁達稱，相信會有更多企業在綜合
權衡各方面條件後，繼續到中國投資興業，在
中國扎根發展。

企業產能外遷屬正常市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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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上海每年減少
低效建設用地8平方公里，
淘汰落後產能 1,000 項左
右；工業園區平均每平方

公里土地產值從2008年的58億元（人民
幣，下同）提高到如今的75億元；單位生
產總值能耗從1985年的每萬元5.47噸標
準煤下降到2018年的0.38噸標準煤。

在20日舉行的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
諮詢會議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上海市政
府向與會數十位跨國公司負責人公佈的
一組數據，標誌着「經濟密度」成為上
海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指標。

上海市政府表示，上海提升城市能級
和核心競爭力，提高「經濟密度」是基
礎支撐。對落戶上海的企業來說，需要
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在提高「經濟密度」上下更大功夫，以
更低的能源、土地等資源消耗，支撐更
高質量、更有效益的經濟發展。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倪夢璟報道

■■袁達表示袁達表示，，前三季度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前三季度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高技術製造業增高技術製造業增
加值分別增長加值分別增長88..44%%、、88..77%%。。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對
於中美軍事關係，魏鳳和21日表示，中美軍
事關係總體穩定，但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
戰，兩軍要在戰略溝通，增強互信、管控風
險上加強合作，為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
基調的中美關係作出努力。他強調，亞太地
區安全合作應該是開放包容的，他同時不點
名批評有的域外國家推行排他性安全戰略、
試圖在亞太地區部署中程導彈，強化針對其
他國家的軍事同盟，只會給地區安全增加不
確定因素，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貿戰只有輸家沒有贏家
魏鳳和稱，在中國對外軍事關係中，中俄

軍事關係互信程度最高、戰略協作最好，務
實合作最深，保持着良好勢頭，成為安全合
作的典範，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魏鳳和同時指出，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下，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退回自我封閉的孤島。對
國際準則合則用、不合則棄，是對國際秩序
的嚴重衝擊。他說，大家對中美貿易摩擦很
關注，貿易戰對兩國都不利，只有輸家沒有
贏家。前不久的第十三輪中美貿易高級別磋
商，在一些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們願意
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
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防止摩擦升級擴散，這
對兩國和世界都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俄
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大將今年首次出席北
京香山論壇。在21日舉行的主題為「大國
關係與國際秩序」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
紹伊古發言時表示，美國推動的印度太平
洋區域倡議沒有明確的地理解釋、參與倡
議的具體條件，戰略的目標也非常模糊，
其倡議內並不包括該區域的所有國家，這
會催生利益聯盟，不符合形成一個單一、
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間的目標，而且還會破
壞該區域多邊合作體系的有效運作。

否認美俄結盟應對中國崛起
此外，在答問環節，被問及有美國學者

認為未來美國會與俄羅斯結盟共同應對中
國崛起的說法，紹伊古表示，他沒有聽到
有關說法，美國人這樣想一點也不奇怪，
目前俄美關係處於令人難以置信的低水
平，特別是對兩個核大國來講，俄羅斯是
開放的，願意對話和採取行動提高安全水
平，但上述的那種預測是不會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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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對域外國在亞太部署導彈

習近平在賀信中強調，中國堅持以對話促合
作、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保發展。習近

平指出，維護亞太地區持久和平安寧，符合地區
國家共同利益，需要各國貢獻智慧和力量。面對
複雜的安全威脅，各國要緊密團結起來，堅定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不斷完善新型安
全夥伴關係，推動構建符合地區發展實際的安全
架構，更好促進亞太地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
新的更大貢獻。

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丟
魏鳳和在開幕式主旨發言中表示，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尚
未實現完全統一的大國。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
向，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中國致
力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中國和平統一
進程，但我們絕不會任由「台獨」分子鋌而走
險，絕不會坐視外部勢力插手台灣事務。祖國統
一是人間正道，搞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條。南海諸
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老祖
宗留下來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能丟。
魏鳳和強調，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
上，中國軍隊進行了改革重塑後的首次整體亮
相，以強大的陣容、磅礡的氣勢接受了黨和人民
檢閱。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戰
略支撐。

煽「顏色革命」是地區動盪亂源
魏鳳和還在發言中指出，肆意干涉不得人
心，相互尊重才能和睦相處。國家不分大小、強
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都有自主選
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插手地區事務，干涉他國內
政，煽動「顏色革命」，甚至顛覆別國合法政

權，是造成地區戰亂動盪的真正亂源。

中國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
魏鳳和強調，中方倡導世界各國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不要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不要凌駕
於人，中方與各國的交往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不要求其他國家選邊站隊，不干涉其他國家內
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中華民族是愛好
和平的民族，我們不具有、不認同、不接受國強
必霸的邏輯。
魏鳳和還表示，進入新時代，中國軍隊始終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防禦性國防政
策，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積極
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方願與各國一道，
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積
極推動亞太安全規則建設，升級完善亞太安全多
邊機制，打造新型亞太安全夥伴關係，務實開展
亞太安全軍事合作，努力構建與地區一體化相適
應、能夠被各國普遍接受、兼顧各方需求的安全
架構。
本屆論壇以「維護國際秩序，共築亞太和
平」為主題，共有76個官方代表團、23國國防
部長、6國軍隊總長（國防軍司令）、8個國際
組織代表及專家學者和各國觀察員等1,300餘名
嘉賓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21日在北京召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論壇致賀信指出，和平是人類的永恒期望。各國要緊密團

結，不斷完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作主旨發言時表示，解決台灣

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祖國統一是人間正道，搞分裂只能是

死路一條。他亦指出，肆意干涉不得人心，插手地區事務，干涉他國內政，煽動

「顏色革命」，甚至顛覆別國合法政權，是造成地區戰亂動盪的真正亂源。

■第十三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特朗
普在白宮會見劉鶴。 資料圖片

■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21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指出，各國要緊密團結，不斷
完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圖為中國—
東盟「海上聯演—2018」演習去年在中國湛江舉行，東盟觀摩團參觀中國軍艦。 資料圖片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21日在第九
屆北京香山論壇開幕式作主旨發言。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