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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天局早前首次公開了我
國火星探測任務，而任務飛控團
隊日前也首次亮相。根據計劃，
中國將在明年擇機發射火星探測
器，開展火星全球性和綜合性探
測。 ■央視新聞

13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開的
2019中國（合肥）數字經濟創新
應用峰會暨長三角（合肥）數字
一體化開放應用場景峰會舉辦了
長三角城市「一碼通域」啟動儀
式，標誌着長三角地區以「一碼
通域」實現「多碼互認」的一體
化工作正式步入實施階段。

■大公報
江蘇省興化市市場監管局日前

查處一起生產銷售假冒食品添加
劑案，執法人員現場扣押了10餘
噸原料、20餘萬件空包裝、4萬
餘張防偽標籤。因涉案貨值巨
大，案件移交當地公安部門後，
22人被刑事拘留。 ■新華社
中國風雲一號總設計師孟執中

14日在滬逝世，享年84歲。孟
執中是中國風雲一號、風雲三號
兩代極軌氣象衛星的總設計師，
是中國衛星總體和衛星控制技術
專家，也是中國極軌氣象衛星的
開拓者之一。 ■中新社

在挪威電信公司（Telenor）13
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挪威電信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西格韋．佈雷克
說，挪威電信將繼續使用現有供
應商華為公司的設備來維護4G
網絡並將部分地區網絡升級到
5G。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
們對與華為的合作感到非常滿
意。」 ■新華社

新聞 速遞

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召開部署八項重點任務

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
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主要負責人，以及地

方發改、物價、糧食儲備等部門主要負
責人出席會議，會議闡釋中央會議精神，總
結今年發展改革工作的得失，確定明年改革
方向，部署工作重點。

要切實穩定市場預期
會議表示，必須正確認識形勢，保持戰略
定力，增強必勝信心。在看到問題風險挑戰
可能增多的同時，更要看到中國仍處於重要
戰略機遇期，具備許多有利條件和發展優
勢，切實增強發展信心。同時，必須明確主
攻方向，善於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
國家發改委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是實現第
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為「十四五」良好開局
打下更好基礎的關鍵之年。
會議部署明年發展改革工作八項重點任
務，其中「堅持穩字當頭，促進經濟平穩運
行」，同時強調，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
強化政策協同協調，切實穩定市場預期。

促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作為促進經濟平穩運行的關鍵，發改委提
出，明年要大力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加
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培育壯大新動能，搞好重大項目儲備實施，
拓展消費新增長點。同時，統籌推進城鄉區

域協調發展，推進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建
設等。
在改革創新方面，發改委提出，明年要落

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打造市場化
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推進重大基礎性關
鍵性改革，深入推進投融資和價格體制改
革。
對外開放方面，要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

爭新優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一
步擴大利用外資，引導境外投資健康有序發
展，推動外貿提質促穩。

做好農產品保供穩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發改委亦

對民生領域提出任務，要千方百計穩定就
業，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做好重點農產品
保供穩價，切實有效推進污染防治，持續提
高公共服務水平。
發改委還強調，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明年「毫不鬆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此外，總結評估「十三五」規劃實施，科學
編制「十四五」規劃，高質量研究起草「十
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是明年發改委重
要工作。
發改委還強調，要確保黨中央和國務院決

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實到位，提高政治站位，
加強部門橫向協同，強化系統上下聯動，並
堅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要求堅持穩字當頭，促進經濟平穩運行。圖
為工作人員在重慶市渝北區的中光電顯示技術有限公司觸摸屏生產車間內
作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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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國家

發改委等中央財經部委將陸續召開全國範圍的工作會議，落實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精神，籌劃明年工作大局。13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當天，為期兩天

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研究部署2020年發展改革八項

重點任務，要求堅持穩字當頭，促進經濟平穩運行，切實穩定市場預期，並

強化改革創新，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擴大利用外資，推動外貿提質促

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央財
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14日在中國經濟
年會上表示，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折合成美元人均突破1
萬美元，表明中國正在跨越中等收入的階段，從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
明年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要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包括保持經濟適度增
長、物價基本穩定、就業比較充分、國際收支基
本平衡，相關定量目標將在明年3月全國兩會上

予以明確。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則指出，明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
做好經濟工作十分重要。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
區間，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
升。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不僅包括要努力實現
有質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長，而且包括就業的不
斷擴大、物價總體穩定、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和生
態環境逐步改善。
寧吉喆進一步解讀稱，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中國宏觀調控積累了
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的挑戰面前，有能力有條
件繼續克服困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雄
厚的物質技術基礎，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
需潛力，有龐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人口紅
利仍然存在。中國有近9億勞動力資源、7億多
就業人口，農民工外出人數仍保持增長。另外，
全要素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明顯差距，提
升具有較大潛力，是未來中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潛力所在。

經濟定量目標明年兩會將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12月
1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盧佈爾雅
那同斯洛文尼亞副總理兼外長采拉爾會談後
共同會見記者，王毅表示，中美終於就第一
階段經貿協議達成一致，是平等協商的結
果，有利於中美經貿關係逐步恢復穩定正常
發展，有利於為正在下行的世界經濟注入信
心，有利於為全球貿易秩序帶來穩定性。

平等磋商解決各自關切
中方關於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聲明13
日晚對外發佈。聲明說，經過中美兩國經貿
團隊的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
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
本達成一致。
王毅14日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經過雙方

團隊反覆溝通，中美終於就第一階段經貿協
議達成一致，美方承諾分階段取消加徵關
稅。這一協議旨在解決雙方各自的關切，體
現了相互尊重的精神，也是平等協商的結

果。這一協議符合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
在需要，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符
合國際社會的一致願望。
王毅表示，中國一直不贊成用加徵關稅來

解決經貿摩擦，因為貿易戰沒有贏家。中國
也反對單方面施壓的做法，因為不符合世貿
組織的規則。王毅強調，中美達成階段性經
貿協議，不針對、也不影響第三方的正當合
法權益，反而對各國、對世界都是利好消
息。
中美貿易合作將基於世貿規則，中企會按

照市場化、商業化原則，增加從美國以及各
國進口更多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中國正
在深化改革開放，中國的市場必將不斷擴
大，這對美國是機遇，對歐洲、對各國同樣
是機遇。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當地時間13日告訴

傳媒，美方屬意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2020年1
月第1周在華盛頓簽署，加大對華貨關稅豁免
力度相關措施將於協議簽字後30天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 當地時間12月13日，美國農業大州
艾奧瓦州、蒙大拿州等各農會及農民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讓人高興，
希望協議得到盡快落實執行，兩國經貿關係能夠借此重
新回到穩定健康發展的正軌，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
也有利於全世界。艾奧瓦州大豆協會主席帝姆．巴道爾
說：「我很高興看到美中之間終於達成了協議。這幾年
種植大豆對我們來說是虧本的，希望從現在開始我們可
以慢慢達到收支平衡並開始盈利。我們希望盡快看到協
議落實執行，農產品可以在兩國間正常流通。」

艾奧瓦州大豆農場主瑞克．金伯利說：「這是一個好
消息，看起來第一階段協議終於要通過了。我很受鼓
舞。我相信、我也知道這對美中雙方來說是一件雙贏的
事。我們可以向中國出口更多的大豆，中國人民則可以
從美國購買更多優質農產品。」
蒙大拿州穀物種植者協會執行副主席羅拉．拉什卡

說：「非常高興，美中達成第一階段協議的消息讓我們
很受鼓舞，希望協議能夠得到盡快落實。過去一年多裡
美中之間在經貿問題上起起伏伏，希望這些能夠盡快過
去。」 ■央視新聞

美農：一件雙贏的事

■■1111月月88日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進博會裝備展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進博會裝備展
區區，，參觀者在美國通用電氣展位了解參觀者在美國通用電氣展位了解APEX CTAPEX CT展展
品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美戰地記者：港暴徒被美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修例風
波」自6月 9日迄今已持續半年
多，暴力分子的暴行不斷升級，西
方媒體忙於將暴力示威美化粉飾為
「民主集會」。然而，這份「苦
心」與「專業」近來不斷「翻

車」，因為愈來愈多人看到了香港暴力事件的真相。
據海外網12月13日報道，近日，長期關注中東、土

耳其、克什米爾等戰亂地區的美國戰地記者安德烈．弗
爾切克（Andre Vltchek）去了香港，並將他的所見所聞
所想寫成了一篇題為《我從沒見過這麼分化的地方》的
文章，在互聯網期刊《新東方瞭望》（New Estern

Outlook）上發表。弗爾切克開篇寫道：「簡直不可思
議！西方帝國不斷試圖毀掉擋住自己路的國家和地區。
在這個過程中，它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弗爾切克在
文中說，他走遍了地球的各個角落，發現所有的血腥衝
突都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煽動的。
他認為，不僅僅是香港，現在全世界，尤其是中東、
拉美等地區都面臨這一情況。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
黎巴嫩的人根本不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香港人也不清
楚黎巴嫩的動亂是因何而起，因為西方宣傳機器的報道
已經模式化。香港暴徒被包裝成「親民主的示威者」。
這些殺人、放火、打人的暴徒成了西方宣傳機器眼裡的
香餑餑，因為他們是西方親手創造和資助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 暴亂持續，一直在香港居住
的美國人丹．艾伯森（Dan Albertson），有感
而發寫下了一封在港美國人的公開信，希望眾
人反思暴亂背後的原因及背後的力量。在信
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的和平抗議者「沒
有任何建設性的方案」、「意識形態裡不存在
理智」，他預言打砸縱火升級到殺人只是時間
問題。為了使美國國會更加「名正言順」地通
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美國共和
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早前訪港後竟
說，「沒見過香港示威者使用暴力」。另一名
居住在香港的美國人在寫給克魯茲的公開信中
指出，「你聲稱你沒有看到你所支持的示威者
使用暴力的證據，那就表明你只不過是一個徹
頭徹尾的騙子（liar）或一個十足的白痴（idiot）。」

居港美國人：克魯茲是騙子

■■共和黨反華參議員克魯茲共和黨反華參議員克魯茲（（中中））早前抵港早前抵港
密會密會「「亂港四人幫亂港四人幫」。」。

■安德烈．弗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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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警方繼旺角、灣
仔發現手機遙控炸彈後，14日在屯門小冷水路山腰再偵
破炸彈狂徒試爆無線電遙控炸彈案，拘捕中學實驗室助
理、電器技工等3人，檢獲遙控裝置和防彈衣，相信他
們試驗炸藥遙控功能和威力，準備在日後的遊行集會中
增添更大劑量炸藥引爆。
涉案的3名男子（27歲至40歲），涉嫌「導致相當
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被捕。其中一名無業漢

疑為製彈「判頭」，疑是案件的主導者，而27歲在屯
門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任職的實驗室助理，負責技
術支援和炸藥配方，而40歲的電器技工負責裝嵌電子
裝置。警方相信三人曾參與過屯門和九龍的騷亂並且相
識，其後通過社交平台聯絡並組成團夥。有人利用其他
人的個人技能，合謀製造遙控炸彈，並分段試驗遙控靈
敏度和爆炸威力，從中不斷改善爆炸功能，計劃在日後
的遊行集會中，以更大劑量的炸藥引爆。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香
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14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
出，貧富懸殊或收入不均是社
會不穩定因素，雖不能說是最
近社會事件的成因，但貧富懸
殊對民心或民生都有影響。

否認「越扶越貧」
扶貧委員會13日公佈有關香
港貧窮情況的統計數字，顯示
去年香港有140.6萬貧窮人口，
貧窮率達20.4%，是近10年有
紀錄以來新高，較前年的137.7
萬人，增加2.9萬人或2%。對
於被外界質疑政府「越扶越
貧」，羅致光稱，140萬貧窮
人口的數字，是政府政策介入
前的推算數字，若計算政府恒
常及非恒常的現金介入措施
後，數字顯示去年貧窮人口約
91萬人，貧窮率為13.3%，比
上一年下跌4萬人或0.6%，可
反映政府的現金扶貧政策令貧
窮人口下跌，故理論上不會出
現越扶越貧。
另外，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一
個電台節目表示，明年僱主給僱
員加薪4%至6%才算合理。

3人涉試爆遙控炸彈被捕

王毅王毅：：中美經貿協議達一致利好全球中美經貿協議達一致利好全球

■■艾奧瓦州大豆協會主席艾奧瓦州大豆協會主席
帝姆帝姆．．巴道爾巴道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艾奧瓦州大豆農場主瑞艾奧瓦州大豆農場主瑞
克克．．金伯利金伯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