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新華社5日電 深圳市委有關部門日前對全市民營
企業調查顯示，深圳民營經濟今年仍保持了快速健康
發展，71%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經營與去年相比持平
或有增長。但與此同時，深圳市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
民營企業倒閉、外遷呈現一定程度的加速態勢。
據深圳市委新經濟和新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調研結

果表明，截至今年10月，深圳共有私營企業35.5萬家，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5%；前三季度深圳市民營經濟實
現增加值2,083.52億元，同比增長10.8%；1至7月深圳

民營企業進出口681.3億美元，增長47.6%；上半年以民
營企業為主體的全市中小企業繳納稅收668億元，同比
增長34%。71%的受訪企業經營有增長或與去年持平，
其中45%的企業有增長，11%的企業有大幅增長。

未形成倒閉潮外遷潮
同時，深圳市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倒閉、

外遷呈現一定程度的加速態勢，主要集中在傢具、手
機製造、LED、光伏設備等對房地產市場、國外市場

依賴度較高的行業，也有一些民企受內地資源優勢和
招商引資政策吸引，主動外遷或擴張。但調查顯示，
深圳市民營企業運行仍保持平穩態勢，沒有出現「倒
閉潮」、「外遷潮」。受國內外經濟大環境影響，當前
深圳市民營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可以總結為「三難三
高」，即融資難、招人難、用地難，融資成本高、用工
成本高、經營成本高。
根據深圳銀監局統計，今年一季度深圳樣本中小企

業融資缺口環比增加22%；調查顯示70%以上的民營和
中小企業對招人、留人問題反映強烈；此外，用地難
問題也導致部分企業轉向外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內地的存款準
備金率於5日正式下調0.5%，釋放近4,000億元的流動
性，傳遞出央行微調貨幣政策「保增長」的信號。11月
的經濟數據公佈在即，財經專家多預測通脹在11月將得
到進一步緩解，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將跌破5%。
為保經濟增長，央行或在本月內第二次下調存款準備金
率。有專家預測，2012年上半年，存款準備金率將再出
現三次下調，總幅度為150基點。
為抑制通脹，過去兩年央行共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

率，最高達21.5%的歷史高位。

通脹回落 政策拐點到來
匯豐銀行亞太區董事總經理、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屈宏斌闡釋，2011年是中國的「反通脹之年」，所有的
政策都圍繞抑制通貨膨脹而進行，取得成效顯著。數據
顯示調控已經取得較好效果，通脹開始「見頂回落」，
政策拐點已經到來。
他表示，央行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標誌 貨

幣政策開始轉向。匯豐預測通脹在11月份得到進一步緩
解，已非當前最主要的政策風險，預計明年的貨幣調控
將圍繞「反通縮」展開，即防止經濟減速的苗頭持續擴
大。

專家：政策重心轉向穩增長
溫家寶總理上月於天津召開天津、內蒙古、江蘇、山

東四省經濟形勢座談會，要求「把握好宏觀經濟政策的
力度、節奏和重點，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瑞穗證

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指出，這顯示近期實體
經濟下滑風險已經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官方已在
不同場合，相繼提出了緩解地方融資平台、促進在建項
目完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多項財政金融舉措。這些
措施預示 貨幣定向寬鬆已經展開，或許亦將成為貨幣
政策變調的前奏。
他預計，房價拐點在年末將體現得更加明顯、通脹將

回落至4%左右時，貨幣政策將進一步放鬆，而這將以
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為標誌。
屈宏斌表示，2012年將成為中國的「保增長之年」，

經濟政策將以穩增長、反通縮為主。預計存款準備金率
在明年前半年還有三次左右的下調空間。他預測，2012
年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目標將比2011年的高，或達到16%
左右。

城鎮居民收入差擴至8.9倍

樊綱：中國經濟正軟 陸

今年經濟總量料破萬億

深圳中小民企倒閉外遷加速

根據深圳市出租屋綜管辦的最新統計，今年10月底
深圳登記在冊的非戶籍人口達到了1,280萬人，加上戶
籍人口274.7萬，全市實際管轄人口已超過1,500萬人。
深圳市公安局長李銘在通報情況時透露，根據今年

10月底的統計數據，深圳非戶籍人口近年來以年均100
萬人的速度增加，面對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群體必須
實行更有效的服務和管理。

資源「瓶頸」問題凸顯
人口總量逼近承載能力極限，被視為深圳等一批沿

海大中城市面臨的最為緊迫的社會問題之一。作為一
個典型的「移民城市」，近年來深圳資源「瓶頸」問題
凸顯，城市發展空間不足，水、電、油、運全面緊
張。加強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已經迫在眉睫，而深圳
的相關探索也為其他城市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張思平說，目前深圳已經具備了改革突破的條件。

明年的改革工作在經濟和社會管理層面上都有涉及。
其中住房制度改革是重點項目，目前深圳市住建局已
經提出了改革思路；而戶籍制度改革也將繼續推進，
涉及上百萬戶籍人員。

發展規範監管協調並舉
圍繞社會管理方面的改革，深圳已經提出了社會組

織改革的具體方案，改革方向是發展、規範、監管相
協調，在發展中規範、規範中協調，三者同時並舉。
圍繞政府自身建設的改革，明年深圳改革重點包括

公務員管理體制改革，尤其是完善公務員分類改革以
及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目前已經有了初步想
法和基本方向；審批制度改革、大部制完善、對政府
權力的監督等都要進行一系列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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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口千五萬 逼近承載極限
明年啟動重大改革 住房戶籍制將成重點

下調存準金昨起執行 月內或再降

徐建華任東莞書記

據中新社5日電 信用評級機構大公5日
宣佈，維持中國本幣國家信用等級AA+，
外幣國家信用等級AAA，評級展望為穩
定。
總部位於中國的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

公司，是首個向全球發佈國家主權信用評
級的非西方國家評級機構。今年7月，大公
將美國本、外幣國家信用等級從A+下調至
A，成為美國債務風波後第一個「鐵腕」
下調美國國家信用等級的評級機構，並因
此廣受關注。
大公5日發佈這份跟蹤評級報告對中國經

濟前景頗為樂觀：受國內通脹和歐美債務
危機影響，中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複雜程
度上升，但中國較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基礎
性特徵並未改變，中央政府的經濟發展措
施有望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可進一步改善
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各級政府赤
字水平趨於收斂，債務負擔率穩定，中央
政府具有很強的本幣償債能力。

未來展望「穩定」
大公稱，儘管全球宏觀經濟與信用環境

仍將持續惡化，但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平穩
較快增長而不會出現大幅波動。
「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主要來

自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國內需求有很
大發展空間；二是中國高儲蓄率繼續為國
內投資提供充沛的資金來源；三是中國經
濟的結構性改革將進一步釋放生產力。」

大公表示，截至2011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接
近3.2萬億美元，約是短期外債的6.9倍，能夠覆蓋24個
月的進口，在大公所評國家中儲備保障系數處於最高
之列。此外，中國還是全球第二大淨債權國。「綜合
考慮主要評級要素的發展趨勢，大公對未來1至2年中
國本、外幣的國家信用評級展望仍維持穩定。」

據新華社5日電 在日前召開的深圳市經濟

社會形勢分析會上，深圳市改革辦主任張思

平表示，深圳的住房制度、戶籍制度等民生

領域重大改革都將在明年提上

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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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肖郎平、實習記者

王悅 東莞報道）5日
上午，東莞市召開全
市領導幹部會議，廣
東省委常委、省委組
織部部長李玉妹宣
佈：徐建華(見圖)任東
莞市委委員、常委、
市委書記，提名為東

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候選人。副省長劉志庚不再
兼任東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徐建華，江西樂平人，1958年9月生，畢業於

華南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鑄造專業畢業。1982
年至1998年期間，徐建華就任於韶關市計委，後
於2006年獲任韶關市委書記。2010年11月，徐建
華調任廣東省發改委，並從今年3月起擔任發改
委主任一職。徐建華曾參與1999年廣東省第一批
高層次管理人才出國培訓班，赴加拿大不列顛哥
倫比亞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進修學習。

內地婚慶消費年達4千億
據新華社5日電 「2011冬季中國婚博會」日前

在北京落下帷幕。據介紹，目前中國每年因婚慶
產生的狹義消費高達4,000億元人民幣。據活動
負責人表示，前來參觀者以年輕人為主，品質、
創意、性價比成為他們在選擇婚慶用品時的主要
考慮因素，而不是盲從大品牌。
中國婚博會是由國家民政部主辦的「一站式」

消費平台，被稱作「中國結婚時尚風向標」。本
次活動共吸引來自20大行業的上千家品牌參展。

粵擬試行公務員聘任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廣東

省政府5日發佈的《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廣東省在
「十二五」期間將進一步完善公務員管理體制，
推進公務員分類管理，試行聘任制公務員制度，
增強公務員管理的彈性。

增強公務員管理彈性
據悉，此舉是廣東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

員法》的一項舉措。此前，職位分類和聘任制公
務員制度已於深圳試點。去年2月，深圳開啟公
務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把公務員原來「大一統」
管理模式劃分成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專業
技術類。通過職位分類和聘任制的實施，部分公
務員「官帽」將被摘掉。
專家認為，分類管理和聘任制推行後，單位將

對聘任制公務員實行合同管理，待遇取決於自身
工作業績。這將提高公務員管理的科學化水平，
打破公務員體制「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
弊端，激活公務員體制的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12月1日至2日，深圳市召開經濟社
會形勢分析會，為期兩天的全市經濟社會形勢分析會
是市委市政府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深入分析了
當前形勢，預計今年經濟總量將突破10,000億元大
關，並提出明年各項工作的創新思路和舉措，對全市
工作作出部署。
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榮在總結講話中表示，今年

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也是大運之年，深圳堅持
「一手抓迎辦大運、一手抓經濟社會發展」，大運會舉
辦取得了圓滿成功，深圳經濟社會發展也呈現出良好
態勢，實現了「十二五」發展的「開門紅」：綜合經
濟實力穩步增長，預計全年有望實現「六大突破」，
其中經濟總量有望突破10,000億元大關；經濟結構不

斷優化，經濟運行呈現出增速「六個高出」的新動
態。

抓好五方面工作推動快「轉」
王榮說，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更要客觀冷靜分析形

勢，切實增強做好深圳工作的責任感、緊迫感。做好
當前和明年的工作。當前尤其要在以下五個方面下功
夫：一、要 力推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轉型升級
提供堅實基礎；二、要堅定不移推進自主創新，為轉
型升級提供強大動力；三、要大力度推進城市更新改
造和土地整備，為轉型升級提供空間載體；四、要進
一步深化改革，為轉型升級提供制度保障；五、強化
政府服務，為轉型升級提供良好環境。

據中通社5日電 日前，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
居民消費需求變遷及影響因素研究》顯示，從1978年
到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
倍，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增加近43倍。不過，居民
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擴大。1985年到2009年以來，
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
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還有擴
大趨勢。
《法制晚報》報道，20世紀80年代，城鄉的收入差

距幾乎都低於20世紀70年代末，在1.8到2.3倍間徘徊。
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幾乎都

超過20世紀70年代末的水平，尤其是2000年以後，城
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到2009年達到3.3倍，而國
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
有專家表示，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所享受到的住房

補貼、公費醫療、子女教育等各種福利措施，這一差
距比高達6：1，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貧富差距破國際警戒線
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

基尼系數看，中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
—0.4。

有報道顯示，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基尼系數為
0.16，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8，遠遠超過了0.4
的警戒線，並且這種差距仍有擴大的趨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曾表示，中

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後仍在
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該報告作者、東北財經大學田青教授稱，城鄉發展

水平、經濟結構構成不同，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增
長水平不同。田青認為，資本要素收入增長很快，體
制因素導致壟斷行業收入增長過快，此外，機會不平
等也是導致越富的人收入增長越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由平保
聯合旗下投資和銀行系列子公司攜手舉辦的「2011中
國平安價值論壇」第三站活動4日在上海圓滿落下帷
幕。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會副會長、國
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教授在該論壇上表示，中國經
濟正在「軟 陸」，將保持8.5%左右的增長。

明年增長料下滑至8.5%
此次平保價值論壇上海站是繼北京、深圳之後的第

三站，也是本年度的價值論壇主論壇活動最後一站。
該論壇旨在為平安集團旗下投資和銀行系列客戶，提
供的與頂尖經濟學者和商業精英共同探討經濟前沿形
勢的機會，並以多種形式向客戶和公眾直觀地傳遞公
司綜合金融理念。樊綱表示，未來國內外宏觀經濟形

勢作樂觀判斷。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軟 陸」
正在進行中，從2010年中期開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
整，將經濟過熱的趨勢逐步抑制住了，2012年中國經
濟將仍有望保持8.5%左右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下
降，但也是一種健康的調整。

韓曉看好明年宏觀環境
平安信託公司總經理助理韓曉表示，2012年宏觀環

境將變得相對友好，但預計這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韓曉在報告中分析，與2011年國內緊縮及外圍動盪對A
股造成負面影響相比，2012年的宏觀環境將變得相對
友好，但預計這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一旦中國通
脹率回到適宜區間，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能變得更為顯
著，這也會對市場提供支撐。

■樊綱教授表示，中國經濟正在「軟 陸」，將保持
8.5%左右的增長。 資料圖片

■深圳管轄人口達1,500萬，城市擁擠，交通、居住環境擠迫，市政府明年將 手改革戶籍制度。圖為深圳熙
來攘往的人流和堵滿街道的汽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