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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月工業增加值升6.8%遜預期
固定資產投資創14年新低 經濟仍在慣性下行

皖持槍漢挾持人質八小時被勸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鑫合肥報道）安徽省六安市公

安局交警支隊民警昨日上午10時許，在該市金安區三十
鋪鎮一元大道檢查時發現1輛銀灰色麵包車異常，駕駛員
掏出槍支逼迫交警放行，後沿皖西路往六安市區方向逃
竄。警方迅速調度警力開展圍捕。疑犯在逃竄過程中曾向
警察射擊，先後有兩名路人被流彈擊傷，均為中年婦女，
目前正在救治過程中。隨後此人闖入一間網吧，劫持人質
時間長達8小時，最終舉手投降。
雙方槍戰後，疑犯被堵截控制在皋城路大橋下一網吧

內。該男子隨即持槍劫持了網吧內的多名人質。據六安市
公安部門透露，為防止發生意外，造成人質傷亡，警方一
邊在網吧外拉起警戒線，緊急疏散附近群眾，一邊加強警
戒力量，多名武警狙擊手在網吧外緊急布控，更是調來2
隻警犬協助偵查。警匪對峙過程中，民警多次在網吧外喊
話，勸疑犯投降，並將疑犯的親屬接到現場，來做安撫工

作。
在經過8個小時的僵持後，昨晚6時35分，疑犯屠某在

警方及其家人的勸說下，主動釋放所有人質，棄械投降，
舉雙手從網吧走了出來，隨後被六安警方迅速控制。
據悉，屠某來自六安市霍邱縣馮井鎮，1982年出生，

曾於2008年持刀搶劫。其家中有妻子，還有兩個孩子。

工商總局：完善經營者首問及賠償先付制度

超兩成內地居民去年收入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廣州社情

民意研究中心11日發佈的2014年度「個人經濟狀況
變化全國城鎮居民評價」民調顯示，雖然內地分別
有52%和28%的居民表示個人生活水平保持穩定及
有所上升，但明確表示生活水平下降的居民也接近
2成。其中，個人收入方面，表示2014年度收入下
降的居民佔23%，比往年增加4個百分點。專家
稱，仍有一部分居民收入下降甚至生活水平降低，
說明經濟景氣度不足已經影響到了居民個體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水平居民各項的負面評價

比例明顯偏高。調查顯示，低收入者較多感到個人
生活水平下降，比例達38%，多於評價上升者；截
然相反的是，近六成的高收入者表示個人生活水平
上升，比例為59%。
本次民調覆蓋除港澳台外23個省和4個直轄市，

因語言原因調查未包含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
自治區，及此未納入調查總體的城鎮人口約2,680萬
人。調查抽樣框共有1,000個城市和縣城，包括全部
直轄市和省會市、地級市城區，以及隨機抽樣各省
37%的縣級市城區或縣城。

中韓日磋商推進外長會談中國勞工向日企索賠案推遲開庭粵未來4年將投25億補貼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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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加強財政引導推進創新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1日公佈最新經
濟數據顯示，今年前兩月內地「規模以上工業」（年主營業務在
2,000萬元以上為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創下2009
年6月以來的新低，接近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最嚴重水平，遠低於
7.7%的預期，也遠低於去年12月7.9%的增速。今年前兩月，中國投
資、消費和工業產出均不及預期，並跌至多年來的低點。經濟學家指
出，中國經濟仍在慣性下行，預計到二季度才企穩。國家統計局則發
表分析文章指，當前中國經濟緩中有穩、緩中有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東省近日公佈了《關於
進一步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意見》，該《意見》中針對
廣東創業者提供了各種便利，並發放各種補貼。意見提
出，對經營1年以上初創企業的法人代表，可申請將戶
口遷入創業地；未來四年，廣東省財政還將安排25億元
作為創業者的補貼。

初創企業獲幫扶力度最大
《意見》中，對廣東省登記註冊3年內的小微型企

業、家庭農場等「初創企業」的幫扶力度最大，免收
其登記類、證照類、管理類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工會
費。在金額補貼方面，初創企業的受資助力度也最
大，對入駐政府主辦的孵化基地的初創企業，按照第
一年不低於80%、第二年不低於50%、第三年不低於
20%的比例減免租金。吸納就業並繳納社保的初創企

業，可申請創業帶動就業補貼，招用3人以下的每人
2,000元，招用3人以上的則每增加1人給予3,000元補
貼。
另一項吸引力很大的規定，是創業者的入戶等條件將

放寬。《意見》提出，經營1年以上初創企業的法人代
表，可申請將戶口遷入創業地。同時，實施積分享受公
共服務制度的地區，應適當增加法定代表人子女教育、
享受城市公租房等積分分值。創業者憑身份證明及工商
營業執照，承諾在6個月內提供相關材料的，還可申請
先行核發一次性創業資助、租金補貼、創業帶動就業補
貼等3類補助。
據了解，廣東省財政安排25億元用於促進創業補貼項
目支出以及對各地的補助。工作目標為2015至 2018
年，廣東新登記註冊的初創企業戶數、吸納從業人員人
數平均每年增長1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辛鵬烏魯木齊報道）
11日下午17時54分許，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
高新區附近一男子持刀傷人，造成3民眾輕
傷。現場附近公安聯勤人員迅即趕來，果斷處
置，將嫌犯擊傷並抓獲，所有受傷人員目前均
已送醫院救治，現場秩序已經恢復正常。
這是繼2014年12月15日傍晚腫瘤醫院門口
砍人事件後，烏魯木齊市高新區（新市區）發
生並經警方確認的第二起「獨狼」（即受到激
進教育，並獨自行兇的人）襲擊事件。有目擊
者稱受傷民眾為一個大人兩個小孩，其中一個
孩子為附近「35小」四年級學生。另有目擊者
表示有「35小」周姓女教師事發時路過現場並

參與了救援。
記者在現場看到，西北石油大廈及周邊公交車站均加
強戒備，路邊崗亭裡有全副武裝的武警執勤。記者並看
到事發地附近生意並未受影響，夜幕下賣雞蛋灌餅、甘
蔗、做手機貼膜的小商販及報刊亭均正常營業。
事發地西北石油大廈地處烏魯木齊繁華的鐵路局商圈
十字路口，在路口執勤的交通協警李生也表示，事件幾
分鐘就處理完了，周邊交通並未受明顯影響。
在事發地附近的「縣醫院」、「新醫大五附院」門

口，記者看到大量執勤人員列隊挨個兒查驗進入人員及
車輛，截至發稿時，未有進一步傷亡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中國勞工索
賠案律師團昨日發佈消息，原定於12日上午開庭的中
國勞工訴三菱、三井（日本焦炭）索賠案將推遲開
庭。
據悉，鑒於中日兩國均是《海牙送達公約》的成員

國，北京市一中院在收到原告提交的訴狀、證據及其
譯本後，即依公約啟動送達程序。受案法院原定於今
日上午9時30分第一次開庭。
中國勞工索賠案律師團表示，三菱方面近日才向法

院提交相關委託手續，經法院審查其手續不完備；日
本焦炭未與法院聯繫。因此法院決定推遲開庭，待被
告完善並提交委託手續後再定開庭時間。
律師團認為，本次推遲開庭的原因在於被告存在

有意拖延法院審理之嫌。律師團已向法院提出，既
然法院已依據《海牙送達公約》規定向兩被告遞送
法律文書，有理由根據該公約相關規定，依法及時
審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工商總局11日發
佈《關於完善消費環節經營者首問和賠償先付制度切實
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意見》，當中指出，消費者因購
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導致合法權益受損時，可以
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進行維權，經營者必須依法承擔首
問責任，不得推諉。
《意見》明確，如果有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故意拖延處

理或者無理拒絕賠付，以及因撤場等情況導致消費者無
法獲得賠償時，由商場、市場和平台經營者向消費者先
行賠付。商場、市場和平台經營者向消費者進行賠償先
付後，可以依法或者依約定向有關銷售者、服務者進行

追償。據介紹，對拒不履行首問責任的經營者，工商部
門將依法予以處理，並通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及時
向社會公佈處罰信息。
工商總局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局長楊紅燦說，通常情

況下，經營者能夠與消費者協商解決消費糾紛。但仍
有一些經營者對消費者的合理訴求故意拖延或者無理
拒絕。他表示，首問制度的核心點在於，消費環節經
營者應當依法履行消費維權第一責任人的責任，依據
「誰銷售商品誰負責，誰提供服務誰負責」的原則，
及時受理和依法處理消費者投訴，主動和解消費糾
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韓國、中國和日
本官員11日下午在首爾舉行第十次外交高官磋商，
為三國外長會議作準備。韓國外交部次官補（部長
助理）李京秀、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日本外
務省審議官杉山晉輔分別代表各國出席會議。
另據韓國媒體報道，本次會議商討的內容將成為

本月21至22日即將舉行的韓中日外長會談的議題，
包括新增合作項目等。去年9月，在第九次外交高
官磋商中，三方決定加強在災難管理、環境、核能
安全、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
主持會議的李京秀在開場發言中表示，在複雜和艱難

的東北亞局勢中，三國之間的合作正在恢復，這是必然
的。韓中日外長會談得以舉行的話，三國合作將獲得新
的活力，從而活躍各種會議機制和合作項目，為重新形
成區域內構建信任和共同發展的基礎提供良機。劉振民
也表示，這樣的進展來之不易，應珍惜對待。
李京秀提出，當天會議的目標之一是為三國合作

朝下一階段發展作出貢獻。為了使三國合作完全恢
復正常，有必要在更高的層面上展現三國共同的意
志。杉山晉輔也表示希望在外長會談之後能相繼舉
行三國最高級別會談。
然而多數觀點認為，中國政府因釣魚島問題等對舉

行首腦會談持謹慎態度，因此難以期待在外長會談後立
即舉行三國首腦會談。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佈對釣魚
島實施所謂「國有化」導致中日關係惡化，三國首腦會
談於同年5月最後一次舉行後，至今尚未重啟。
另一方面，在當天會談舉行之前，韓中、韓日、

中日代表分別進行了雙邊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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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山西太重工人生產加工機械配件。 中新社

■事發現場西北石油大廈。 記者王辛鵬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
發《關於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部署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工作。《意見》指出，加強財政資金引導，發揮財政資
金槓桿作用，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培育發
展天使投資群體，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
《意見》指出，順應網絡時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的新趨勢，加快發展眾創空間等新型創業服務平台，
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舉措，
對於激發億萬群眾創造活力，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意
義重大。
《意見》明確，推進大眾創新創業要堅持市場導

向、加強政策集成、強化開放共享、創新服務模式。重
點抓好八個方面的任務。
一是構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
眾創空間。實現創新與創業相結合、線上與線下相結
合、孵化與投資相結合，為廣大創新創業者提供良好的
工作空間、網絡空間、社交空間和資源共享空間。
二是降低創新創業門檻。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為創
業企業工商註冊提供便利。對眾創空間等新型孵化機構
的房租、寬帶接入費用和公共軟件等給予適當財政補
貼。
三是鼓勵科技人員和大學生創業。加快推進中央級

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完
善科技人員創業股權激勵機制。推進實施大學生創業引

領計劃，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場所、公共服務和資金支
持。
四是支持創新創業公共服務。支持中小企業公共服

務平台和服務機構建設，促進科技基礎條件平台開放共
享，加強電子商務基礎建設。完善專利審查快速通道，
對小微企業核心專利申請予以優先審查。

完善創業投融資機制
五是加強財政資金引導。發揮財政資金槓桿作用，
通過市場機制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培育發展天使投資群
體，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
六是完善創業投融資機制。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為

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開展網際網路股權眾籌

融資試點。規範和發展服務小微企業的區域性股權市
場。
七是豐富創新創業活動。繼續辦好中國創新創業大
賽等賽事和創業培訓活動。建立健全創業輔導制度。鼓
勵大企業建立服務大眾創業的開放創新平台。
八是營造創新創業文化氛圍。積極倡導敢為人先、
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樹立崇尚創新、創業致富的價值
導向，大力培育企業家精神和創客文化。
《意見》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高度重視推進大
眾創新創業工作，積極落實促進創新創業的各項政策措
施，切實加大資金投入、政策支持和條件保障力度，在
有條件的地區開展創業示範工程，鼓勵各地積極探索新
機制、新政策，營造良好創新創業環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至2月全國固定資產
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名義增長13.9%，低

於15%的預期，創下2001年以來新低。 其中，
房地產投資和銷售亦十分疲弱。今年前2個月，
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名義增長10.4%，較去年全
年回落0.1個百分點，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
下降16.3%，商品房銷售額下降15.8%，房屋新
開工面積下降17.7%，較去年同期和去年末均出
現非常較大規模下滑。
在消費方面，1月至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上漲10.7%，不及預期11.6%，也低於12月份的
11.9%。
至於工業產出，今年1至2月，中國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創下2009年6月以來
的新低，遠低於7.7%的預期，也遠低於去年12
月7.9%的增速。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姜超指出，產能過

剩和企業去槓桿令製造業投資持續低迷，未來投
資增長還將受到地方融資平台清理等約束，作為
穩增長重要力量的基建投資增長恐乏力。另外，
房地產銷售大跌，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速仍為負，
都給二季度地產投資帶來較大隱憂。

寬鬆政策力度需加碼
姜超預計，前兩月僅出口反彈，其他經濟指標
均下滑，完成全年7%左右增長目標難度加大。
一季度GDP增速可能降至7%左右，經濟仍在下
行，需加碼寬鬆政策的力度，一方面加快基建項
目，另一方面加大降准降息貨幣政策力度，切實
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也認為，數據

顯示經濟比較差，工業增加值表現尤其低，接近
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最嚴重水平，意味政策需
要加大馬力。李慧勇認為，應堅持房地產去行政

化（即取消限購、限貸等行政政策），貨幣政策
上配合降息降準，破除壟斷，激發市場活力，惟
有此，中國經濟才有恢復增速的希望。

緩中有穩穩中有快
李慧勇預計，若政策出爐，一季度會是今年低
點，但保持7%左右問題不大，二季度經濟開始
回升，到三季度是階段性高點。
對於前兩月經濟數據顯示出的經濟放緩形勢，

國家統計局11日發文指出，「要看到經濟運行緩
中有穩、緩中有快」，要全面辯證看待頭兩個月
經濟增長穩中趨緩，放緩符合客觀規律，居民消
費價格（CPI）基本穩定、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服務業增長超過工業；消費
需求勢頭好於投資；民間投資和服務業投資增長
突出；旅遊文化等新產業發展較快；與互聯網有
關的新業態高速擴張。

■■屠某投降後走出網吧屠某投降後走出網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