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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通脹升1.6% 近五年新低
PPI持續32個月負增長 貨幣政策有放鬆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
10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6%，與上月持平，連
續第二個月停留在2010年1月以來的最低位；當月工業品出廠價
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2%，創紀錄地持續32個月負增長，且
降幅仍在進一步擴大。專家分析指出，未來一段時間通脹料繼續
處於低位，PPI持續負增長超上一輪通縮周期，且短期「轉正」
無望，顯示中國經濟增長動能仍然疲弱，預計下一階段貨幣政策
仍有寬鬆空間。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0月CPI同
比上漲1.6%。分項目看，10月

構成CPI 的八大類商品和服務價格
「六升兩降」，其中10月食品價格漲
幅最大，同比上漲2.5%，影響居民消
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83個百分點。
除鮮菜價格下降7.2%外，蛋價和鮮果
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6.4%和15.2%。此
外，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2%。
從環比來看，10月 CPI 與上月持

平，其中，食品價格環比下降0.2%，
非食品價格環比上漲0.2%。1－10月
CPI則同比上漲2.1%，遠低於3.5%的
全年控制目標。

下半年CPI同比漲幅將低於上半年
對於CPI 連續兩月維持在近年低
位，中金宏觀研究報告分析稱，非食
品CPI環比略弱於往年同期水平，尤
其是交通通訊及服務環比增速顯著弱
於往年同期均值，顯示油價下行壓力
對交通運輸價格的向下帶動作用，隨
着油價下跌的效果逐步顯現，CPI下行
壓力將增加。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報告亦認為，
近期CPI新漲價因素不會明顯上升，而
天氣暖和、供給穩定、經濟趨緩等背景
下，食品價格也大概會保持穩定，再加
上四季度翹尾因素都在低位，下半年

CPI同比漲幅會低於上半年。

PPI料續跌 短期轉正無望
至於PPI，10月同比下降2.2%，降

幅比9月份擴大0.4個百分點，環比下
降 0.4%， 1－ 10 月 PPI 同比下降
1.7%。國家統計局高級分析師余秋梅
認為，PPI環比繼續下降是受國際油價
連續下跌及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
影響。中金報告預計，未來幾月PPI跌
幅會繼續擴大，短期轉正無望。
至於未來貨幣政策，專家分析，當前
物價水平穩定在低位，PPI持續通縮，
顯示經濟持續偏弱，經濟下行和結構調
整的壓力都較大，再加上近期APEC會
議對華北地區的工業生產造成壓制，對
PPI和GDP可能造成一定影響，預計在
年底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貨幣政策不
會做出大調整，但仍有放鬆空間。
近日央行發佈的第三季度貨幣政策

執行報告披露，於9月和10月兩次使
用新創設的MLF(中期借貸便利)向商業
銀行注入流動性，未來將根據經濟基
本面變化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為經濟
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營造「中性適
度」的貨幣金融環境。首創證券估
計，央行兩次MLF的操作，已釋放近
8,000億元人民幣的流動性，相當於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0.6－0.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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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0月份居民消
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6%，漲幅
與上月相同，繼續徘徊在「1時
代」。在9月份CPI同比漲幅創
出年內新低之後，認為「中國經
濟出現通縮」的觀點就被拋出。
對此，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司長程
學斌認為，去年同期基數較高是
9月份 CPI 漲幅回落的主要原
因，環比看CPI仍呈溫和上漲之
勢。
據新華社報道，交通銀行金融

研究中心報告認為，從目前來
看，在經濟增速運行緩中趨穩的
背景下，四季度CPI同比的新漲
價因素不會出現明顯上升，下半
年CPI同比漲幅會低於上半年。
儘管如此，從中長期來看，中

國通脹壓力仍不可忽視。民族證
券分析認為，雖然四季度物價處
於低位，但繼續下降的空間很
小，明年初物價存在上升的可
能。如考慮到當前能繁母豬存欄
量已持續近一年時間明顯下滑，
目前已經低於上一輪豬周期低
點，這也意味着今年底及明年上
半年生豬供給約束將逐步體現，
屆時豬肉價格上升可能推升通
脹。
程學斌分析說，從歷史情況

看，四季度氣溫走低，城鄉居民
日常消費也會有所變化，因此肉
禽、鮮菜、鮮果價格可能會有一
些波動。特別是今年部分地區將
陸續出台一些公共服務和資源類
產品價格改革方案，給物價帶來
了上漲壓力。綜合各方面情況
看，未來物價同比漲幅擴大的可
能性較大，1.6%的CPI同比漲幅
很可能是年內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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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6%，漲幅與上月持平。圖為安徽合肥市民在超市選購蔬
菜。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道）11
月10日，滬昆高鐵長昆客專湖南段（長沙至新
晃）啟動試運行，期間將進行不載客動車組列
車試運行、技術參數測試、故障模擬、應急場
景演練、按圖試運行等工作。預計12月下旬，
該段將與杭長客專同時通車。屆時，滬昆高鐵
湖南段將全線通車，湖南高鐵里程將突破1,000
公里。
滬昆高鐵由滬杭、杭長和長昆3段組成，

全長約2,245公里，其中滬杭客專已開通運
營。杭長客專長沙至南昌段已於9月開通。
長昆客專湖南段從長沙南出發，沿線設湘潭
北、韶山南、婁底南、邵陽北、新化南、漵
浦南、懷化南、芷江北及新晃西共 9個車
站。

滬昆高鐵湖南段擬下月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因
場館維修與改造需要，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將在11月18日起進行閉館整修
25天，12月13日重新開放。據悉，該館將於今
年舉辦中國首個國家公祭日。
11月8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官方微博發佈通告稱，該館「因場館維修
與改造需要」，將於11月18日起（11月17日
正常閉館）至12月12日期間閉館。今年2月27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經表決
通過，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日。據了解，2005年—2006年，紀念館
因擴建工程曾經閉館過1年。此次閉館是為首
個國家公祭日做準備。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將閉館整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芳）按照公安部、廣
東省公安廳關於集中開展「獵狐2014」緝捕在
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工作的部署，珠
海市公安局已成功抓獲、勸返境外逃犯3名。
行動中，「獵狐2014」專項行動辦公室抽調
精幹警力成立境外緝捕工作專班，按照「一人
一檔一策」的工作要求，針對每個逃犯不同情
況、不同特點，採取有效偵查措施逐一摸清活
動軌跡，因人施策地製作追逃檔案、確定抓捕
方案並成立抓捕專班。截至目前，珠海市公安
局已成功抓獲、勸返境外逃犯3名，協助外地
公安機關抓獲境外逃犯2名。
據悉，珠海還有十多個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

人，部分有願望回來自首，目前正在協調中。

珠海抓獲勸返3境外逃犯

因版面安排關係，「台海新聞」及「地
方視窗」版面今日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小啟

珠海航展今揭幕「鶻鷹」「鯤鵬」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郭若溪 珠海報

道）第十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今日在廣東省
珠海市開幕。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林左鳴
昨日透露，將派出「鶻鷹」殲31第四代中型多用途
戰鬥機，「鯤鵬」大型運輸機等先進戰機參展，並
進行飛行表演。這是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殲31、「鯤
鵬」首次公開亮相，代表着中國航空武器裝備的最
新成果。
林左鳴表示，在防務方面，中航工業將展
出近50項展品，以軍貿產品和國內航空裝備
為主線，包括以「鶻鷹」、殲15「飛鯊」、殲10等為代表的戰鬥
機，以大運、空警－2000等為代表的大型運輸機/特種飛機，以及
教練機、無人機、導彈等。
在民機方面，中航工業將以「新舟」系列飛機及大型民機製造
能力為主線，展示民機發展成就。其中，「新舟」700新一代渦槳
支線客機全尺寸座艙段昨日正式揭開神秘面紗，將在本屆航展中
進行實物展示。這一機型是中國躋身世界先進渦槳支線飛機製造
商行列的標誌性產品。
中航工業AC3X2新一代3噸級直升機昨日也首次向外界展

出。此外，「蛟龍」600、「海鷗」300等機型，將展示中航工
業自主研製通用飛機的初步成果；「領世」AG300、運－12FＦ
以及有「空中寶馬」之稱的西銳SR22等明星機型也將進行示範
飛行。

殲31將進行特技表演
飛行表演是航展中最受歡迎的環節。值得關注的，殲31戰機和
大型運輸機將於今日上午進行單機特技表演。評論認為，使用最
先進甚至在研機型進行特技表演，不僅將考驗駕駛者的能力，更
顯示出中航工業對產品的高度自信。此外，本屆航展將有來自3

個國家的飛行表演隊同場競技，這在珠海航展的歷史上還是第一
次。中國的首批女殲擊機飛行員在珠海航展上將首次駕駛殲10亮
相，成為最亮眼的看點。

女飛行員首駕殲10
在航天方面，將有包括火星探測器、貨運飛船、長征七號運載
火箭、高分二號衛星等在內的最新成果將首次與公眾見面。
不僅是航空航天，國產新銳陸戰巨獸今年也傾巢而出。其中

VT－4主戰坦克最受人矚目。VT－4主戰坦克集成了中國裝甲車
輛領域最新的高功率密度推進技術、光電技術、信息技術、新材
料技術、總體技術，綜合性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瑋燦 上海報道）上海航天
技術研究院日前透露，由該
院宇航系統工程研究所抓總
設計的多星發射上面級已研
製成功，將在今次航展上首
次亮相。這是一種介於有效
載荷與基礎級運載火箭之間
的具有自主軌道機動能力的
新型運輸工具，由於可以自
主地將不同載荷運送到不同
軌道，因此被形象地稱為
「太空巴士」。
據了解，「太空巴士」可

在太空中執行中低軌道的衛
星異軌部署及星座組網補網
部署任務，在軌道中能夠飛
行48小時，主引擎具有20
次以上的重複啟動能力，最
多可一次發射10顆衛星，大
大提高現役火箭發射能力。
上面級總指揮談學軍表

示，未來還將進一步研究
「太空巴士」清理空間廢舊
衛星的作用，使其載着廢棄
衛星一起飛向「墳墓」軌
道，減少對其它航天器的影
響和威脅。

首個結婚登記戶外頒證廳將在穗啟用 京世界公園附近爆炸 傳一男童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昨
日，網傳北京市豐台區世
界公園附近的一個加油站
旁發生爆炸，有圍觀民眾
稱，一個男童在無意中引
爆了一個爆炸裝置後被炸
身亡。記者趕到事發現場
發現，現場周邊已被戒
嚴，警察利用警犬搜索。
有消息稱，又在附近發現
數枚爆炸物，現已被成功
清除。截至記者截稿時，
北京官方尚無證實或發佈相關信息。
事發現場位於北京市豐台區葆台

路沿線的一個加油站旁，加油站以
南是一個傢具城。一圍觀民眾稱，
事故發生在昨日中午時分，她聽到
一聲巨響，幾分鐘後，大量的警車
湧入傢具城與加油站之間的小巷，
道路被戒嚴。有警犬被牽進去，又

有幾個爆炸物被警方發現，並成功
清除。
網絡消息顯示，爆炸造成一名男童

死亡，事發現場有居民向本報表示，
該男童姓郭，今年9歲，當日隨母親出
行，無意中撿起爆炸物，造成爆炸。
記者試圖向現場一位警察詢問爆炸細
節，他未作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據
悉，設於廣州市越秀區婚姻登記處的內地首
個常設結婚登記戶外頒證廳即將於近日啟
用。該戶外頒證廳裝飾以「歐陸風情」為
主，是按照民眾投票選出的設計方案修建
的。
據了解，越秀區婚姻登記處是全省首個設
在公園內的婚姻登記處，開張相隔僅兩三個
月，又推出戶外頒證廳。據負責人介紹，為
順應民眾要求，提供更為個性、溫馨的婚登
服務，戶外頒證大廳曾向民眾徵集設計方
案，多數民眾提議以「歐陸風情」為主，由
於考慮到建築材料耐受性要好，目前主要採
用了鐵藝、幹花（假花）、塑膠等可循環再
用建材為主的設計方案，經過2個多月的裝
修、佈置，耗資近10萬元，最後裝飾出以
白、紫、粉、金為主色調，歐陸婚慶情景為
主題的戶外頒證大廳。
越秀區婚姻登記處負責人表示，由於是首
個常設戶外頒證廳，需要一段試運行時間，
按照以往工作經驗及目前人力情況設定每天

20對的辦理量以及20名觀禮人員，今後將再
做調整。而新人在戶外頒證廳舉行頒證儀式
時間限定為5分鐘，登記高峰期將縮減至2分
鐘，但頒證儀式後會預留10分鐘給新人和家
屬留影。
目前該戶外頒證廳具體啟用日期尚未確

定，想進行戶外頒證儀式的民眾需提前三天
到現場預約，如遇極端天則會轉移到室內舉
行或重新預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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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鵬」大型運輸機首次亮相珠海航展，將進行飛行表演。
秦占國攝

■殲31今日將進行
特技表演。

■昨日爆炸現場被戒嚴。 記者田一涵攝

■首個常設結婚登記戶外頒證廳設計具歐陸
風情。 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