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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假經濟支撐中國「軟 陸」
外銀解讀黃金周消費數據 指GDP放緩絕不等同衰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今年
中秋、國慶黃金周見證
中國旺盛消費力，令外
資銀行加大對中國經濟
的樂觀預期。美銀美林
發表最新研究稱，儘管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令市
場焦慮，但中秋國慶黃
金周截至目前的強勁旅

美 客人數和中國119個景點的數字稱，
銀美林集團日前解讀內地鐵路運輸旅

為真實」
。

免路費降票價刺激出行

今年黃金周前四天到訪前述景點的旅客人次
據全國假日辦消息，截至6日17時，全國
達1820萬，按年上升23.4%，消費額達9.57億
元人民幣，按年上升24.8%。而2010和2011 納入監測的119個直報景區共接待遊客338.54
年國慶黃金周同期，旅客人次分別僅增長 萬人次，同比增長10.82%；收入16073.29萬
6.5%和8.8%。美銀美林中國經濟學家陸挺等 元，同比增長19.47%。專家指，在全國首次
在報告中寫道，相信中國正深陷危機、股票 實行重大節假日收費公路免費和174家景區
價格跳水、經濟增長下降的人，將會被如此 門票降價兩大「民生利好」政策的刺激下，
強勁的旅遊業數字所震驚。黃金周的旅遊業 今年內地民眾出行意願明顯增強。這兩大
「民生利好」降低了出行成本，極大帶動與
數據比唱空中國經濟者所
旅遊緊密相關的吃住、娛樂、休閒、購物等
關注的用電量和製造業
消費，提振了假日經濟。
產出數據「可能更

GDP預測降至7.4%呈穩增

遊業數據顯示，擔憂中

美銀美林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
幾大亮點：首先，雖然中國上半
年GDP增速放慢至7.8%，但這絕
不等同衰退，7.8%仍然是全
球最高的增速之一，即使
下半年中國的GDP增長將

國經濟「硬 陸」屬過
慮，該機構認為新興休
閒消費可帶領中國經濟
「軟 陸」
。

會進一步減緩，但很可能在7.4%左右的增長
水平穩定下來。其次，就業狀況依舊穩定，
假如今年餘下時間中國政府能採取措施支持
增長，該行不預期企業會出現大規模的裁
員，另一方面，勞工的工資收入繼續增長，
雖增幅較去年略低，但在通脹緩和下，實質
工資增長反而有所提升。第三，在政府多種
調控手段下，房地產價格與去年相比並無大
變化，且市場已普遍相信房市將開始出現復
甦。第四，基礎設施建設在過去幾年顯著改
善，對促進現在和未來消費有積極影響。最
後，儘管口頭上抱怨很多，但中國消費者仍
對中國經濟基本面有較高的信心。
不過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則認為，
四季度中國經濟從環比增長來說會企穩反
彈，但主要靠投資拉動，包括與房地產有關
的產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她強調中國經
濟回暖，依然主要依賴投資，而不
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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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過程中，在擴大內需方面一直
缺少有抓手的新亮點，今次黃金

周中呈現的火爆假日經濟顯示，
ᚾ 快速增長的旅遊經濟為擴大內需
提供新的增量空間。儘管過去幾
天各地出現了擁堵和無序等亂
象，但出門旅遊將是內地長期、持續的
剛性需求，宜疏不宜堵。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
發展中心研究員楊禹表示，隨 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旅遊消費是快速增長的剛
性需求，這從過去幾年「十．一黃金周」
旅客運輸量的增長變化可見一斑：2009
年旅客運輸量為4.5億人次，2010年4.7
億人次，2011年為5.3億人次，而今年預
計將達7.4億人次。

30億路稅換2千億旅收

今年中秋、國慶「雙節」連休，提振
了假日經濟。據山東大學物流管理研究
所所長彭志忠測算，全國高速免費會減
收200億元，國家會因此減少30億元的
稅收，但可拉動全國2000億元的旅遊收
入。在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形
勢下，拉動內需將成為促進中國經濟可
持續健康發展的最強有力的「引擎」
。

旅遊轉型升級迎契機
楊禹認為，今次黃金周中呈現的火爆假日經濟
顯示，快速增長的旅遊需求是擴大內需亟需的增
量，可以為擴大內需提供新的增量空間。他同時
指出，隨之產生的多地高速公路擁堵、景區爆棚
等次生問題，困擾 假日出行，這揭示出中國旅
遊業供需嚴重失衡、旅遊方式過於單一等深層次
矛盾，其中假日的供給、運輸能力的供給、優質
景觀的供給、管理與服務的供給都不足。
他表示，眼前的難題，恰是中國旅遊轉型升級
的改革契機。順應旅遊需求的擴張，宜疏不宜
堵，有序釋放需求，有關方面應提供更好的公共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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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黃金熱賣 銷售額漲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中秋、國慶黃金周期
間，內地各大城市金銀首飾店人氣驟旺，
生意火爆，購買黃金飾品的顧客絡繹不
絕。據《昆明日報》報道，雲南昆明市各
大黃金賣場紛紛表示，雙節期間黃金、鉑
金、珠寶等銷售額都上漲了三成以上，原
因可能是隨 國際市場黃金、鉑金價格一
路走高以及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黃
金、鉑金的保值、增值屬性更加凸顯，加
上不少店都推出酬賓活動，部分店黃金每
克降30元、鉑金降50元，無疑刺激消費。 ■顧客在選購金飾品。

新華社

蟲草身價創新高 900條12萬

載客太多 景區駱駝過勞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廣網報道，冬蟲夏草有「軟黃金」之
譽，今年以來其身價一路飆升，雙節期間更創歷史新高。有批
發商表示，目前每斤數量為900條左右的蟲草，價格達到11萬
至12萬元，總體上比去年又上漲1萬元，是2003年的10倍左
右。
冬蟲夏草主要分佈在海拔3500至5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區，因產
地偏僻和藥用珍貴，養殖一直突破不了技術瓶頸，野生蟲草卻迅
速減少。近乎畸形的高價格背後，隱藏 囤貨、炒作、造假等蟲
草市場的亂象，這幾年，青藏甘等省區已採了「外禁內限」等措
施規範採挖，緩解生態破壞，取得一定效果，但「包山採挖」問
題日益凸顯。專家建議建立蟲草自然保護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廣網報道，國慶長假期間，甘肅敦煌鳴
沙山景區特色旅遊項目騎駱駝連續兩天出現駱駝勞累致死問
題，景區管理處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稱造成駱駝死亡原因除
了遊客大量增多，也跟死亡的兩頭駱駝體質相對較差、駝戶
當天餵飼不當有關。為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景區管理處已修
改規定，要求駝戶對駱駝不得讓駱駝帶病營運，每峰駱駝每
天最多只能運營5趟次，違反規定者，將被停號處理。
景區有近1000峰駱駝專業服務遊客，之前每天從早晨5點半
工作到傍晚天黑，一峰駱駝一天可以駝送七個客人，但仍無
法滿足每天近8,000名遊客騎駱駝的需求。駝戶們只能給駱駝
增加飼料而不能讓駱駝休息，導致勞累致死事件。

■ 近日，青海
省玉樹藏族自
治州扎西大同
村400多戶災區
農牧民陸續搬
進新居，告別
救災帳篷。據
了解，玉樹地
震災後重建工作開
展至今，共有39060
戶住宅開工，陸續
交付使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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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速路
進入返程高峰
高速車流量升至160萬輛，同比增28%（去年
10月6日交通量為125.7萬輛），進京車流量高
於出京。京港澳、京開、京藏、京承、京滬、
京津的進京方向交通流量壓力明顯增大，預計
各主要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分別為，京藏高速
23.8萬輛，京承高速17萬輛，京港澳高速18.5
萬輛，京開高速16.2萬輛，機場高速15.6萬
輛。
全國道路運輸方面，相對前5日，5日全國道
路旅客運輸量進一步平穩回落，預計達到7910
萬人次，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仍將增長8.1%。其
中，短途旅遊觀光、探親訪友客流將有所增
長，長途客流將有所下降。預計北京、上海、
江蘇、山東、雲南、四川等地中短途旅遊客流
增幅較大，其他地區客流增幅相對平穩。
■瀋海高速車流量明顯增大，高速公路迎來長
假返程客流小高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史
上最長黃金周」已接近尾聲，中國各地迎來返
程客流高峰。從5日起全國公路長途返程交通
流量已逐步開始增加，主要高速公路通行流量
回升，今天將上演「最後的瘋狂」
。

同比增近三成
北京市交通委消息，「雙節」假期期間，高
速車流平峰時段在150萬輛左右。自6日午後
起，北京迎來返程高峰，進京車流壓力增大，

鐵路客流今井噴
水路運輸方面，全國水路旅客運輸總體平
穩，船舶運力投入充足，旅客運輸秩序良好，
重點物資運輸正常，沒有發生重大以上安全事
故。據初步統計，全國主要地區水路旅客運輸
量預計完成203萬人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17.7%。
與公路客流逐漸增長不同，鐵路客流今天將
迎來一個井噴式增長，旅遊流、探親流、學生
流將會集中出現，發送的人數可能會超過節
前。同時公路、鐵路的返程高峰也會對市內的
交通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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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地質資源量 增至881億噸
據新華社5日電 國土資源部組織石油公
司2008年以來對資源量變化較大的渤海
灣、鄂爾多斯、四川、珠江口、瓊東
南、北部灣等6個盆地開展動態評價。最
新動態評價結果表明，全國石油地質資
源量增長15%，達到881億噸，可採資源
量增長到233億噸。天然氣地質資源量增

長49%，達到52萬億立方米，可採資源量
增長到32萬億立方米。
為摸清全國油氣資源家底，為編製和
實施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提供科學依
據，國土資源部曾經會同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於2003年組織開展了新一輪全國
油氣資源評價。當時的結果顯示，中國

美議員杯葛「中國製造」軍需品

據中新社5日電 繼倫敦奧運會前夕揚言
焚燒中國製造的美國隊服後，美國議員
再度杯葛「中國製造」
，要求五角大樓不
要採購中國產軍需品。
美國緬因州民主黨眾議員邁克．麥考
德和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鄧肯．
亨特早前發出公開信，希望大家關注4個

月前一名空軍軍官強烈要求停止配發中
國產軍靴遭拒事件；兩名議員要求五角
大樓遵守1941年制定的「貝瑞修正案」
，
即軍隊採購的食品、服裝等軍需品須在
美國本土生產和製造。
有關的這封公開信已得到了17名議員
的簽名支持，下一步有可能會提交美國

石油地質資源量765億噸，可採資源量
212億噸，勘探進入中期；天然氣地質資
源量35萬億立方米，可採資源量22萬億
立方米，勘探處於早期。
在政策利好、需求拉動、利益驅動等因
素推動下，中國礦產勘查投入持續增長，
而非油氣礦產勘查投入主體日趨多元化。
五角大樓。美國軍方目前對此事不予置
評。
美國空軍曾就有關空軍軍官要求作出
解釋，強調「貝瑞修正案」並不適用於
價值低於15萬美元的軍需品，因此給官
兵配發一雙中國產軍靴並無不妥。
公開信發出後，有媒體直指美軍「穿
鞋」問題對麥考德意義重大，因為他的
選區就設有鞋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