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家寶：豬肉價數月內下降
指中國經濟轉向自主增長 穩定物價仍是首務

A6 責任編輯：陳緯星 2011年7月6日(星期三)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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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央行營業管理部昨
天發佈的二季度系列調查報告顯示，第二季度，逾六成以
上北京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此報告是基於央
行營業管理部對1,400戶北京城鎮儲戶進行問卷調查後得
出的。

過半居民認為物價將上升
根據央行營管部的調查數據，二季度，北京市居民物價

滿意指數為18.1，較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別降低2.8點和1.1
點，比2010年第四季度調查最低值18，僅高出0.1點，是
調查以來的次低值。其中，64.3%的居民認為當前物價水
平「高，難以接受」，較上季上升4.5個百分點；認為當前
物價「可以接受」的居民比例為35.3%，較上季下降3.2個
百分點。
同時，北京市居民對未來通脹預期強烈。超五成的居民

認為未來3個月物價「將上升」。
在目前居民普遍感覺物價「高，難以接受」的大背景

下，二季度，北京居民消費意願減弱，僅21.1%的居民認
為當前「更多消費」最合算，較上季下降0.4個百分點。

逾六成北京居民
指物價太高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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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瀋陽鼓風機集團公司了解企業新產品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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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菜市場選購蔬菜，逾六成受訪市民認為物價太高，必須控制。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7月

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先後來到遼寧本溪、瀋陽等地，就經濟

運行有關問題進行調研。對於近期全國各地豬

肉價格飛漲，溫家寶表示，再過幾個月豬肉價

格將下降，目前，政府正採取措施平抑物價，

隨 政策的落實，物價會得到有效抑制。此

外，他亦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良

好，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轉變，繼

續朝 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古寧 廣州報道）
廣州物價部門日前公
佈了的士運費調價聽
證會的兩個方案後，
成為城中議論熱點。
相對來說，方案二
（10元起步全天一個
價）得到的支持較
多。不過有不少市民
直言，對兩個方案都
不滿意。更多的廣州
市民則炮轟方案一，
認為夜間加收30%費
用實在太離譜。

夜間附加費30%「太離譜」
有廣州市民表示，對兩個方案都不滿意，起步價在八九塊錢

比較合理。特別是方案一，夜間附加30%費用太離譜，且30%這
個比例是怎麼計算制訂出來的，相關部門也沒個解釋。「不能
說夜班司機賺得少，就要消費者給予補貼，讓消費者來負擔夜
班司機的低收入很不合理」。
儘管兩個聽證方案都是「聽漲」，但大部分的士司機卻「不領

情」。有的士司機稱，如果不降份子錢（即承包費），再怎麼漲
價的士司機都不會太受益。有的士司機甚至抱怨，漲那麼一點
點價，還不如不漲，讓市民還以為司機得了多少好處。
對於民眾的疑問，廣州市物價局有關人士表示，相關方案不

是硬性標準，亦非「二選一」，方案將根據代表意見進行微調。
對於加收夜間附加費，則是參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做法。主
要是考慮夜班司機晝伏夜出，非常辛苦，所以提高收費標準，
以彌補他們的收入。但30%不是硬性的標準，如果聽證代表同
意收夜間附加費，也可以討論決定收費的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錢修遠 上海報道）

據「2011年第二季度上
海財經大學上海市社會
經濟指數系列」數據顯
示，上海市民買房意願
跌至歷史最低點。
上海消費者購買預期

指數持續下降至53 . 9
點，環比進一步下探3.2
點，同比下降幅度高達
14 . 0點，再創歷史新
低，其中購房時機預期
指數38.6點， 亦是幾年
來的最低點，環比下降7.7點。不過，購
車時機預期指數略有回升為69.2點，環比
上升1.4點。
另外，今個季度僅有15.8%的受訪者認

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政策有效，比上季
度下降了9.4%，而65.6%的消費者對該項
工作感到不滿意，即有近10%消費者對政
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工作由滿意轉為不
滿意。

京住宅銷量或10年最差
另據中新網報道，北京市房地產交易

管理網的數據統計顯示，2011年上半
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總套數為43975

套，同比下降15.7%。中原地產預計，今
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很難突破9萬
套，相信將創下近10年來的新低。
歷史數據顯示，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

的前一個低點是2008年，當年僅成交9.42
萬套。2009年，受樓市刺激政策影響，
北京市商品住宅的成交量高達17.9萬套。
2010年，北京商品住宅的成交量也達到
了11.1套。
數據顯示，6月份，北京取得預售許可

證的商品期房住宅項目(不含保障房)合計
為30個，提供住宅套數為10,224套，而當
月簽約的數量為1,295套，簽約率僅為
12.6%。

物價、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是溫家寶此行考
察的重點內容。3日，溫家寶走進本溪市長江農貿

市場，與顧客聊收入、談物價，向攤主詢問糧食、蔬菜、
肉類價格變化。
溫家寶指出，當前，一些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雖得到一

定程度的控制，但沒有根本消除，穩定物價總水平仍然是
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對於近期豬肉價格飛漲，溫家寶
說，得把這個周期過去，再過幾個月就下來了。

今年目標一千萬套保障房
隨後，溫家寶來到公租房建設工地查看不同房型格局的

樣板間，目前小區通過採用整體建築配備方法施工，已實
現「設計標準化，生產工廠化，裝備機械化」，溫家寶對
此指出，使用先進的技術建設保障房，使得中國建築業新
標準邁進了一大步。
對於中央今年建設1,000萬套保障房的目標，溫家寶表

示，中央今年在全國開工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決心堅
定不移。目的就是要促進整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讓廣
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中低收入的群體，能夠住上舒適的價
格合理的保障性住房。
當晚，溫家寶還看望瀋陽市鐵西區工人新村的產業工

人，走訪勞模和老工人的家。他說，解決人民群眾住房困
難是一項「民心工程」，一定要辦好。考察期間，溫家寶
還到本溪市勞動就業服務中心了解就業幫扶和事業問題。

國內外環境仍複雜
此外，溫家寶還視察了著名的老工業區瀋陽市鐵西區，

經過改革開放，尤其是近十年來，一度凋敝的鐵西如今已
成為先進裝備製造業領航區。溫家寶表示，實踐證明，堅
持改革開放，積極推動兼併重組和調整改造，充分發揮人
才和技術的作用，企業就會大踏步前進。鐵西將擁有更加
燦爛的明天。他並鼓勵企業家們，要像戰士上戰場一樣，
靠自己的勤奮、智慧和本領贏得未來。
溫家寶4日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遼寧、江蘇、浙江、

廣東四省負責人匯報。對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溫家寶指
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良好，經濟增長由政策刺
激向自主增長轉變，繼續朝 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但
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仍十分複雜，不穩定、不確定
因素還不少。
他稱，既要正確認識取得的成績，看到發展的有利條件

和積極因素，堅定做好經濟工作的信心；又要保持清醒頭
腦，增強憂患意識，冷靜觀察，走好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
的準備，鞏固經濟發展的好勢頭，努力實現今年經濟發展
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

道）6月，豬肉價格漲勢明顯，成為拉高

CPI的新因素。國家商務部數據更顯示，截

至6月26日，內地豬肉價格已連續10周上

漲。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赴遼寧考察時指出，豬肉

價格幾個月即可下降。對此，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的

專家認為，因天氣原因，豬肉價格將在未來幾個月適

度下降可以理解，同時受翹尾因素及豬肉價格上漲等

因素影響，預計6月CPI將突破6%再創新高。

應制定農產品指導價
中國社科院區域經濟專家徐逢賢向本報表示，6月

下旬豬肉價格與5月下旬相比，漲幅達到15%。去年

的肉產量超過7千萬噸，說明肉產量的增長幅度還是

比較大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價適度上漲可以

理解，但此次豬肉價格大幅上漲屬於一種經濟上的

超重，要把豬肉價格降下來，國家應該出台文件，

對主要農產品制定合理的指導價，超出範圍則採取

處罰措施。

在此次赴遼寧考察時，溫家寶總理提出豬肉價格

幾個月就可降下來，徐逢賢認為是有道理的，按照

增量的情況來講，7、8、9三個月是肉類消費比較低

的月份，因溫度較高，居民對豬肉的消費慾下降，

根據以往經驗，夏糧價格會普遍下降，在這樣的情

況下，豬肉價格將適度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國家統計局將於本月中旬公佈上半年及6月主要宏

觀經濟數據，從CPI構成看，食品類和居住類價格成

為當前物價上漲主因，結合翹尾因素，專家普遍預

計6月CPI漲幅將超過6%，再創年內新高，但下半年物

價水平有望緩慢回落。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認為，6月CPI同比增

速在6.3%至6.5%之間，除豬肉等食品價格外，房租及

工業用電價格上漲成為物價環比上升因素。

流通貨幣過剩需壓縮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在豬肉價

格飛漲的推動下，預計6月份CPI漲幅為6.5%，漲幅再

創新高。全年CPI高點在6、7月份，但由於豬肉漲價

因素推動，三季度漲幅和全年CPI超預期的可能顯

增加。

對此，徐逢賢表示，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解決其

根本原因，即貨幣發行量過多，流通性貨幣過剩，

從整體來講，中央需要把社會的流通貨幣壓縮到適

度範圍內，同時運用調控手段保持市場的供銷平

衡。

6月豬肉價漲 CPI漲幅或破6%

■中共中央
政 治 局 常
委、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
3 日 至 4 日
在遼寧就經
濟運行有關
問題進行調
研，並在瀋
陽主持召開
遼 寧 、 江
蘇、浙江、
廣東四省經
濟形勢座談
會。圖為溫
家寶在本鋼
第三熱軋帶
鋼生產線察
看用於西氣
東輸等國家
重點工程的
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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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市民或的士司機都不滿廣州的士
調價方案。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有地產商預計，今年北京住宅銷量或10年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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