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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強調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經
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必須保證完成。同時，要在
落實定向調控措施上持續發力，加快金融支持實體經
濟特別是小微企業和「三農」有關政策落實。
中國政府網引述會議內容稱，要在緩解企業融資

難、融資貴問題上盡快見到實效。加快前期工作，
落實配套資金等相關條件，推進鐵路、城市基礎設
施、重大水利工程等建設。同時，做好政策配套和
協調，促進外貿穩定增長，推動節能環保、信息消
費、養老、健康、文化創意和設計等產業發展；加
快棚戶區改造、新型城鎮化等建設。抓緊落實促進
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相關政策。

打通政策落地「最後一公里」
會議還稱，今年要繼續突出抓好簡政放權、放管

結合，把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計劃鉚死、砸
實，進一步提高「含金量」；要全部取消非行政許
可審批，並不得違規轉入內部審批。
另外，要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出和落實更多

向社會資本開放的項目。打通政策出台實施的「最
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地的「最後一公里」，有效減
少中間環節，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建第三方評估增政府公信力
會議並指出，要在建立督查長效機制上用心下

力。各地區、各部門要構建常態化督查機制，加強
上下聯動和工作協調，建立第三方評估制度，接受
社會評議和監督。對查出的問題要堅決整改；對地
方遇到的困難，國務院有關部門要切實做好服務、
幫助解決。用立行立改的實際行動提升政府公信
力，使各項政策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造福人民，
並為今後發展打下更好基礎。
會議重申，對於需要細化配套措施的，要限期

出台；落實條件不完全具備的，要促進盡快到
位；協調機制不健全的，要抓緊建立機制、明確
責任人，同時加快完善相關法規制度。整改情況
要限期報告國務院，確保政策措施全面落實到
位。

李克強：落實定向調控 支持實體經濟

■李克強強調，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
標任務必須保證完成。 資料圖片

「微刺激」助經濟回暖 下半年將提速
第二季GDP增幅反彈至7.5% 有望實現全年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
日發佈中國經濟半年報，指雖然上半年 GDP 增幅為
7.4%，但受工業和投資增速回升帶動，中國二季度經濟
增速小幅反彈至7.5%，未來穩增長政策將持續發揮效
力。隨着出口好轉和內需趨穩，下半年投資增速可能繼續
提升，實現全年7.5%左右的增長目標可能性大。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
7.5%，環比增2%，上半年同比增長則為7.4%。此前，今年一季

度經濟增速僅有7.4%，為2012年三季度以來最低水平。

珠寶餐飲消費增長疲弱
數據顯示，6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9.2%，較上月加快0.4個

百分點，並創下年內高點；在投資方面，1－6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
長17.3%，較1－5月上升0.1個百分點，增速9個月來首次回升。消費
方面，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4%，相比12.5%前值略有
下滑。分類別看，金銀珠寶消費和餐飲消費增長依然疲軟，金銀珠寶
消費同比下滑0.2%連續負增長，限額以上單位餐飲消費增長3.5%，為
所有類別中增幅最小。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盛來運稱，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

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
獻率是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貨物及服務淨出口對
GDP增長的貢獻率是負2.9%，負拉動GDP增長0.2個百分點。
中國政府4月以來出台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包括推進棚改和鐵路

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擴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範圍，定向降準
等。在政策暖風下，經濟短期企穩跡象初顯。
「當前經濟運行總體是平穩的，仍在合理區間，今年以來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的效應、效果也正在顯現，」盛來運稱，即使是面臨較
大挑戰的出口和房地產領域的指標增速來看，出口增速在最近幾個月
溫和回升，房地產降幅收窄。
盛來運指出，在當前房地產投資下滑的基礎上，上半年投資仍能保

持17.3%的增長速度亦不容易，棚戶區改造、鐵路投資等的對沖效果顯
現，下半年投資增速可能繼續提升。

各地「微刺激」加碼
盛來運稱，下半年經濟保持平穩運行，較快增長還是有條件的，而
房地產市場的分化調整短期對經濟運行有一定壓力，但長期來講有利
於房地產市場本身的健康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國家信息中心高級經濟師祁京梅認為，從目前的趨勢看，穩增長仍
會是下半年的政策主線，各地方的「微刺激」也在加碼，尤其是近期
中央督查組下去檢查政策落實，下半年經濟會穩中趨升，政策方面預
計會延續上半年定向刺激發力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廣
東外貿進出口終於止跌回升，今年6月實現增
長，這是自去年12月以來首次逆轉了連續六個
月的同比下降勢頭。據海關廣東分署的數據，
今年6月，全省進出口4982.9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1.6%，其中，出口2985.3億元，增幅為
3%；進口1997.6億元，下降0.6%，較5月降幅
再次收窄。但是，廣東外貿穩增長的任務仍然
艱巨。
據統計，2014年上半年，廣東省外貿進出口

總值 2.89 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下降
16.7%，降幅比前5個月收窄3個百分點。其
中，出口1.7萬億元，下降14%；進口1.19萬
億元，下降20.2%。同期全國進出口、出口和
進口分別下降0.9%、1.2%和0.6%。
在6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廣
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透露，全省經濟出現止跌
回穩趨勢，但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
然較多，廣東外貿進出口止跌回升任務艱巨、企
業生產經營壓力較大、工業生產增長勢頭減弱等
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當局
正力促第三季度回到正常增長軌道，年底確保完
成全年經濟增長8.5%的預期目標。

粵外貿結束六連降
增1.6%

中國上半年主要經濟指標
項目 同比增長
GDP 7.4%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8.8%
規模以上工業利潤 9.8%
固定資產投資 17.3%
房地產開發投資 13.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2.1%
進出口 1.2%
CPI 2.3%
M2 14.7%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海巖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
第二季度經濟增速成功站上7.5%，交通銀行首
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穩增長政策起效，二季
度經濟增速企穩略升，下半年經濟運行將有所
改善，但下行壓力猶存。
連平認為，二季度經濟數據大都有所上升，

表明經濟更趨活躍，上半年經濟整體平穩。其
中，用電量溫和回升，反映中國經濟回暖；而6
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1%，
連續4個月回升。作為宏觀經濟的先行指標，
PMI連續在榮枯線上方，說明經濟逐步企穩。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交行預測M1或在7%左右
徘徊，而公佈數據卻接近9%，表明企業活

動更加活躍，股市也顯現出一定的活力。
不過連平指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

大，且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出現顯性化。固定資
產投資有望企穩但難以大幅上升；消費剛性支
持消費平穩增長，而居民收入放緩和房地產市
場調整對消費具有負面影響；出口增長有所恢
復但難以明顯改善。
由此連平認為，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宜壓得過

低，7.5%左右的合理區間能夠有
效助力調結構，化解產能過剩。
連平預測，經濟增速在一段時間
內將仍舊處於合理區間，穩中有
進，穩中有升。

增長企穩 壓力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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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中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77..44%%，，國民經濟運行緩中趨穩國民經濟運行緩中趨穩。。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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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中國公車改革全面啟動。圖為山西一廳
級單位公務車指定停放區。 中新社

981鑽台轉場 中方指無關外部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服981鑽井平台15日宣布結

束在西沙中建島附近海域的鑽探作業，並轉場至海南
作業。據悉，該鑽井平台原定8月中旬完成作業，提
前撤離是否緣於非工程技術原因？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昨日表示，981平台轉場是有關企業海上作業計劃安
排，與任何外部因素無關。
洪磊強調，上述作業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

情。981平台轉場是有關企業海上作業計劃安排，與
任何外部因素無關。下一步，有關企業將在認真分析
和評估本次作業所獲得的地質資料的基礎上，研究制
定下階段具體工作方案。
據了解，由中海油服總包提供一體化服務的此次鑽

探作業，工程進展順利，未遭受颱風等惡劣海況及天
氣影響。同時項目管理得力，優化了鑽井設計，提高
了作業效率，確保了作業按期順利完成。981鑽井平
台將按計劃轉場至海南島陵水項目作業。

發現油氣跡象 暫未測試
新華網引述中石油的信息稱，這次鑽探工作在設計

目的層發現了油氣顯示，並按照設計取全取準了錄
井、電測等各項地質資料。從對已獲取地質資料和數
據的初步分析結果來看，中建坳陷具備基本的油氣成
藏條件，有一定的油氣勘探潛力。
從作業過程看，本次鑽探過程中雖然發現了油氣顯

示，但暫未安排油氣測試作業。有專家表示，按照深
水油氣勘探開發流程，預探井發現油氣顯示後，需要
對所取得的資料和數據分析進行綜合評價，在作出綜
合評價前，石油公司暫不會繼續實施海上作業。同時
考慮到該井處於南海深水區，油氣測試作業時間長，
特別是南海地區7月中下旬開始進入颱風多發季節，
為確保人員和設備安全，本次鑽探暫未安排油氣測試
作業。■981鑽井平台已結束西沙鑽探。 資料圖片

住岡義一以中國人做活靶訓練新兵

��)2��)2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檔
案館昨日公佈了日本戰
犯住岡義一的侵華罪行
自供提要。住岡義一在
侵華期間大批屠殺中國
軍民、戰俘，強姦婦

女，並散佈傷寒菌和霍亂菌。僅1942年8月2日前
後，就指揮機關槍新兵將俘虜當作「教育材料」刺
死約70名，期間共殺害了約340名俘虜。
住岡義一於1917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1939年入
伍並於同月侵入中國安徽宣城縣。1945年8月日軍
投降後投靠國民黨閻錫山部。1948年7月10日在山
西太原被俘。

散佈傷寒菌霍亂菌
據其1955年5月筆供，1942年2月下旬，「掩護大
隊本部醫務室曾根軍醫大尉以下約10名，撒布傷寒菌
和霍亂菌」。「此間我的小隊與中隊一齊，在和順縣
龍門村、官池堂、陽樂莊其他二、三個村莊（村名不
詳）佔領要點，對醫務室的人員在民房中，向碗、
筷、菜刀、麵杖、麵板、桌子等食器類上塗抹細菌，
又向盛飲水用的水缸中投細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
近的河中投入細菌的行動進行掩護」。
1942年7月，在太原市侯家巷駐紮期間，「實施

刺殺活肉靶檢閱時，……帶來的俘虜（大部分是八
路軍的戰士、幹部、學生，一部分是抗日軍的戰

士）約220名，每人刺殺1
名」。「現兵役教育方針
是：……要以活着的中國
人作教育材料，進行試
膽、鍛煉為方針。……各
教官（包括我在內）根據
此進行準備教育後，……
把檢閱課目中的刺殺假設
敵改變為刺殺活肉靶」。
1942年8月2日前後，「指揮機關槍新兵約70名，
把……俘虜約70名（其中有約50名是婦女），當作
教育材料將其刺殺」。「於此次檢閱期間，各教官、
助教及約340名新兵，共殺害了約340名俘虜」。

■住岡義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央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
度改革大幕正式拉開。
中辦、國辦昨日下發文

件，要求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幹部用車和一般公務用
車，並公佈了不同級別的具體補貼標準，司局級每月
補貼1,300元、處級補貼800元、科級及以下補貼500
元。文件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今年完成改革任務，
地方黨政機關在2015年底前完成改革任務。
根據中央下發的文件，本次公車改革，將有三類人

群受本次公車改革影響：一是中央和國家機關在編在
崗司局級及以下工作人員；二是地方地廳級及以下工
作人員：省區市廳局正職的主要負責人，縣市區鄉鎮
(正職)主要負責人，各地可以根據實際出發，鼓勵他們
參加車改。確因工作需要，也可以採取實物保障的方
式；採取實物保障的不能再領取補貼；三是司勤人
員：對於因取消公車而失去崗位的司機和後勤人員，
主要採用內部安置的辦法，不能簡單推向社會。可以
安排轉崗，提前退休，適當提高退休待遇。
另據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測算，本輪公車改革將

涉及約80萬輛內地公務用車、近6,400輛中央國家機
關本級公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