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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統計局

日前發布了5月份主要經濟數據。在解讀主

要經濟指標的變化時，國家統計局綜合司高

級統計師付凌暉認為，中國經濟仍運行在合

理區間，積極因素在不斷累積。

新華社報道稱，對於5月份中國經濟的表現，付凌
暉說，穩中略有回升。儘管與前幾年相比，5月

份主要經濟指標同比增速相對較低，但如果轉換分析
視角，由於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
漲，可以判定，國民經濟仍在合理區間運行。

政策效果初顯 部分指標向好
此外，政策效果初顯。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一系列
宏觀調控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作用下，5月份部分經
濟指標出現積極變化，工業生產有所加快，當月投資
增速回升，消費增勢平穩，房地產市場銷售持續回
暖。
付凌暉說，必須看到，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依然複
雜嚴峻，受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去庫存、去產能的周
期性因素影響，加上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等因素掣肘，
中國經濟仍然存在較大下行壓力。
他說，通過對5月份主要經濟指標的觀察，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去年下半年以來出台的一系列穩增長、
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效果開始顯現，
經濟運行出現了若干積極變化。
部分經濟指標同比增速有所回升。5月份，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比上月加快0.2個百分點，連
續兩個月增速加快；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速
加快0.3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增速分
別加快8個和11個百分點。
結構調整效果有所顯現。5月份，高技術產業增加

值同比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3.2個百分點。1至5月
份，第三產業投資同比增速比全部投資快0.7個百分
點，佔全部投資的比重為56.2%，比上年同期提高0.4
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增速比全部投資快0.7個百分
點，佔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5.4%，比上年同期提高0.3
個百分點。

市場活力激發 民生繼續改善
市場活力得到進一步激發。5月份，非公有制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6%，增速比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快1.5個百分點。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
39.3%，增速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快29.2個百分
點。
民生改善繼續取得成效。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
5月份，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1%左
右，比上月有所下降。調研情況表明，不少企業仍然
面臨結構性缺工問題。與此同時，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較低。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2%，其中蛋
價格下降13.2%，鮮果價格下降3.2%。
付凌暉表示，從5月份經濟運行來看，需求端也出

現了積極變化。首先，製造業、房地產投資和出口同
比增速在5月均有改善。5月份，製造業投資增長比上
月回升1.4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升1.9個
百分點。出口總額雖同比下降，但降幅比上月收窄3.4

個百分點。

消費需求平穩 資本活力釋放
消費需求總體平穩，較好地發揮了經濟增長穩定器的
作用。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4,195億元，同比增長
10.1%，增速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10.2%，加快0.3個百分點。5月份全國網上零
售額增速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快29.2個百分點。
社會資本活力持續釋放，民間投資保持較快增長。
1至5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12,022億元，同比增
長12.1%，增速比全部投資增速高0.7個百分點。
付凌暉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過去
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需求、高強度大規模的投資需
求、低成本優勢支撐的出口需求時代已經結束，但新
的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將會引領消費升級，民間
投資為主的投資需求將會激發新的市場活力，出口也
在轉型中不斷培育新的競爭優勢，不斷推動中國經濟
走上更高水平的發展軌道。

中國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
積極因素不斷累積 惟下行壓力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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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端午小
長假旅遊業行情火爆。據攜程網公佈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端午日本已成為內地遊客出境首選地，人
氣同比暴漲200%，泰國、香港緊隨其後；而境內
遊則仍是旅遊主力軍，三亞、廈門、九寨溝等親水
目的地人氣最高。
另外，數據還顯示，在出行人數方面，上海成為

端午出行人氣最旺的城市；而出遊市民人數增長最
快的十大城市中，7個是二三線城市，其中昆明、
合肥、貴陽出行人數增長最快。

內地居民端午出境遊
日本泰國香港列三甲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中國郵
政發行首枚迪士尼形象的郵票。此次「迪士尼」個
性化郵票由三個圓圈組成的超級經典米奇圖形作為
主圖案，底紋則選用中國紅，並融入中國祥雲圖
形，具有很強的識別性和符號性。而據悉，該郵票
1套1枚，全套面值1.2元，目前上海郵政方面正在
研究面向市民開放定制的方案。
另外，據透露，此次發行的迪士尼個性化郵票除

了帶有主圖案的主票外，還附加了一張可以個性化
設計的附票。上海郵政方面表示，愛好者可以向郵
政部門提出申請定制，以滿足自己對於個性化郵票
的需求，而目前迪士尼的個性化定制方案也在制定
中。不過，如果企業需要個性化定制，則要經過迪
士尼官方授權。

中國郵政首發迪士尼郵票

香港文匯報訊 廣州市紀委昨日下午通報，該市
咪錶停車場行業發生違紀違法案件，截至目前，已
有22人涉案，其中19人為公職人員、3人為社會人
員。
據中新社報道，此案現已查實涉及人員22人，包
括廣州市交通、公安等有關部門和街道基層黨員幹
部19人，其中11名幹部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廣州市紀委新聞發言人蔡鵬浩表示，此案暴露出

涉案單位管理混亂，存在壟斷經營、權錢交易以及
損害群眾利益等問題。目前該案仍在查處中。
廣州市交委負責人當日也在發佈會上表示，此次

停車場行業發生腐敗案件，作為行業管理部門的市
交委也有公職人員涉案，對此，廣州市交委絕不迴
避、絕不護短，並提出以案治本，擬通過完善行業
管理頂層設計，防控廉政風險。

穗19公職人員涉停車業腐敗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為防止
乘客攜帶違禁品進站乘車，深圳市政府自去年3月7
日起在地鐵全網各線的所有車站採取「逢包必檢、
逢液必檢、逢疑必檢」的方式開展常態化安檢工
作。記者近日從深圳地鐵集團獲悉，截至目前，地
鐵1、2、3、5號線共通過安檢機檢查54,477萬餘
人，檢查行李物品51,777萬餘件，阻止危險品進站
34萬餘起，沒收違禁物品9萬餘件。其中，管制刀
具近3萬件，易燃易爆品近5萬件。平均每天阻止
危險物品進站740件。

深地鐵15個月繳違禁品逾9萬件

■中國郵政發行的迪士尼形象郵票。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作為每年端午節前後的大型傳統體
育賽事，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將於本月
27日在廣州城區珠江水域舉行。
記者昨日從廣州市體育局獲悉，本屆

越秀集團杯2015年廣州國際龍舟邀請
賽，將在中大北門廣場至廣州大橋之間
的珠江河段舉行。屆時，將有來自內
地、港澳以及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美
國、加拿大等7個國家和地區的龍舟隊
到穗比賽，4,300多選手參賽，大賽規模
創歷史之最。
本屆龍舟大賽由國家體育總局、中國

龍舟協會、廣州市政府主辦，廣州市體
育局、市公安局、海事局、廣州市體育
競賽中心、香港龍舟協會等單位和團體
協辦。賽事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廣
州市體育局副局長李志強介紹，除了境
外龍舟隊，來自珠海、佛山、肇慶、順
德、清遠、東莞、揭陽等7個城市的龍舟
隊伍將同台競技。他們將分別參加傳統
龍、標準龍舟、彩龍、游龍等4個項目的
比賽，其中傳統龍參賽龍舟12條、標準
龍69條、彩龍29條、游龍5條，目前賽
事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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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從昨日在北京舉行的「2015中國
禁毒論壇—合成毒品防治」上獲悉，中國在2014
年共新發現吸毒人員46.3萬名，其中近八成是濫用
合成毒品人員。
據新華社報道，當前中國發現、登記濫用合成毒

品人員數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長速度
超過40%，特別是35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絕大多數。
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指出，當前中國合成毒品

濫用問題十分突出，吸毒群體規模不斷擴大。其
中，國內登記在冊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數量已達到
145.9萬名，超過傳統毒品登記人數。合成毒品濫用
極易引發交通肇事、自殺自殘、傷害他人、暴力抗
法等事件，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影響社會穩定。

內地去年新發現46.3萬吸毒者

■廣州咪錶停車場行業發生違紀違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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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河南省西平縣官方昨日證實，該縣
一家投資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03億元人民幣，涉
及群眾3,500多戶。兩名業務員因資金斷鏈自殺。

4人被捕 4千戶農民被「吸儲」
西平縣委宣傳部向中新社記者通報，檢察機關已對
4名犯罪嫌疑人宣布逮捕。目前，專案組已收集群眾
證據材料2,000餘份和大量物證書證，並對部分資產
進行查封。
北京媒體曾披露，一家名叫浩宸投資擔保的公司，

從2011年3月起在西平縣招聘40多名農民作為業務
員，在全縣農民之間展開所謂的「吸儲業務」。報道
稱，3年多的時間裡，40多名業務員在當地向4,000多
戶農民「吸儲」總額近2億元。
西平縣官方使用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表述。
據稱，西平縣浩宸投資諮詢有限公司2011年3月份成
立以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然後轉賬到「河南浩宸
投資擔保有限公司」，因河南浩宸投資擔保有限公司
投資不當等原因造成資金鏈斷裂，無法兌付客戶本金
和利息。截至2015年4月，該公司在西平縣共發展業

務經理43人。4月、5月間，先後有兩名業務員自殺。

追贓等工作正逐步進行
針對上述，當地成立了打擊非法集資領導小組辦公

室，公安機關成立了專案調查組，相關調查取證、追
贓等工作正在逐步進行。
另據了解，鄭州市公安局已對位於鄭州的河南浩

宸投資擔保有限公司進行立案調查，對公司高管人員
和公司資產採取了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
中。

河南揭2億非法集資案 2業務員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外科學家共同完成的一項最新
研究發現，距今約4萬年前的歐洲早期現代人幾代前
的祖先曾與尼安德特人混血。古人類學家稱，這是繼
2010年未知古人類丹尼索沃人之後，在人類演化研究
領域的又一重大發現。

中科院領銜 多國學者共同完成
據中通社報道，這一最新人類學研究成果，以中國
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為第一單位並由中
國、德國、美國、羅馬尼亞等國學者共同完成，該成
果論文《一名擁有近代尼安德特人祖先的羅馬尼亞早
期現代人》，也獲22日最新一期權威科技期刊《自
然》刊登。
據介紹，2002年發現於羅馬尼亞的Peştera cu Oase
洞穴中的一現代人下頜骨Oase 1，碳十四（C14）直
接測年的校正年代距今約3.7 萬年—4.2萬年，是目前
歐洲最早的有直接測年的早期現代人。

通過有目的性的大區域核DNA富集實驗，研究者
發現這個約4萬年前的歐洲現代人含有6%-9%左右的
尼安德特人基因，超出了目前任何已知的早期現代人
基因組和現存歐亞大陸人基因組含有的尼安德特人的
含量（1%-4%）。
評估Oase 1個體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片段的長度

分佈，發現這個個體的4到6代的祖先存在尼安德特
人，換而言之，就是他的曾曾曾祖父母中有一個是尼
安德特人。這次與尼安德特人發生的基因交流的年
代，可追溯到這個歐洲個體存在前的不到200年內，
意味着現代人祖先與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交流可能不僅
僅局限於中東，很可能在之後的歐洲也同樣發生了。

古DNA研究發現意想不到結果
研究者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歐洲個體似乎沒
有直接的後裔存在於歐洲，很可能源於他是現代歐洲
人密切與尼安德特人互動的早期移民的一部分，但最

終滅絕。
參與4萬年前早期人類混血研究的中外學者表示，

這一最新發現是一個很多遺傳學家意想不到的研究結
果。可以說，能夠通過古DNA觀察到一個早期現代人
個體的基因組與尼安德特古人類如此密切聯繫是科研
領域的幸運，也讓科學家更深刻認識到古DNA研究對
於了解人類演化的重要性。

■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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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學家發現中外科學家發現 人類人類44萬年前已混血萬年前已混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