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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疲弱 經濟下行壓力大
上月PMI臨榮枯線 小企業經營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7月官
方 PMI 回落至榮枯臨界
點加劇經濟學家對下半

年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國泰君安證
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預
計，三季度GDP面臨回調壓力，受豬
價大漲、美聯儲加息、年底納入SDR
等影響，貨幣政策可能進入觀望期，
穩增長仍需財政政策加碼。

三季度經濟有回調壓力
任澤平分析，6月經濟數據反彈的力

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金融業貢
獻，二是基建穩增長。2015年上半年
金融業增長17.4%，為GDP貢獻1.4個
百分點，6月基建投資增長20.5%，比
上月反彈5.5個百分點，是所有需求數
據裡反彈力度最強的指標。但隨着金
融市場動盪，企業自籌自有投資回
落，經濟短期反彈難以持續。

任澤平認為，近期豬價持續大漲，
預計2015末年豬價上漲34%，CPI可
能接近2.5%。考慮到豬價大漲、美聯
儲加息、年底納入SDR等因素，貨幣
政策進入觀望期，更多通過公開市場
操作對沖外佔下降和季節性流動性波
動。財政政策方面，前期穩增長的財
政政策效應可能遞減，三季度經濟相
對二季度面臨回調壓力。

貨幣政策觀望情緒漸濃
對於下半年宏觀政策，專家認為，

年中政治局會議定調目前經濟下行壓
力較大，下半年穩增長仍需財政政策

發力，近期關於下半年擴大赤字率、發行專項金
融債等消息暗示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一方面，
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和動用以前年度結轉資
金，盤活了存量資金，加大了公共支出力度。另
一方面，推進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減輕了
企業負擔。計劃在年內完成的建築業、不動產、
生活服務業、金融業「營改增」改革，將在下半
年落實，從而全面完成「營改增」任務，使增值
稅徵稅範圍覆蓋所有的貨物和服務，消除重複徵

稅。至於貨幣政策，隨着豬價上漲等因素發
酵，貨幣政策觀望情緒漸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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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由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與採
購聯合會發佈的數據顯示，同上月相比，除了供

應商配送時間、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略有上升外，生
產、新訂單、出口、採購量、進口、購進價格、原材料
庫存、從業人員指數均小幅下降。

新出口訂單萎縮加劇
數據顯示，製造業供需雙雙下滑。從需求來看，新
訂單指數為49.9%，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新出
口訂單指數為47.9%，低於臨界點，且連續兩個月回
落。民生證券報告分析說，新訂單指數30個月來首
次跌破榮枯線，新出口訂單加劇萎縮表明需求端疲
弱，在歐美經濟復甦穩定情況下，其中外需主要受美
元7月走強帶動人民幣匯率升值有關。
從供給看，生產指數為52.4%，比上月下降0.5個百

分點，且價格加劇收縮，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加速走
低，指數從47.3大幅萎縮至44.7，除了需求弱生產緩的
原因，還受全球大宗商品走弱的拖累。
對於7月官方PMI回落的主要原因，國家統計局服務
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分析認為，一方面是受高
溫暴雨等影響，以及一些企業限產進行設備檢修和技術
改造，生產增長趨緩。另一方面，近期石油等大宗商品
價格波動下滑，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連續下降，也
給相關行業生產帶來一定影響。另外，也反映出製造業
內外需求仍然偏弱。

大企業仍處擴張區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指出，7月份PMI
項下各項訂單指數均小幅下降，顯示國內外市場需求水
平仍不夠穩定。雖然產成品庫存指數小幅回落，但採購
量、原材料庫存、進口指數等都小幅下降，反映企業信
心不足，去庫存活動可能繼續。
分企業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PMI均有所回落。

趙慶河表示，大型企業PMI為
50.6%，雖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
點，但仍連續位於擴張區間，表
明大型企業總體運行平穩；中型
企業PMI為50.0%，比上月回落
0.2個百分點，位於臨界點，與上
月相比變化不大；小型企業PMI
為46.9%，比上月下降0.6個百分
點，繼續位於收縮區間，表明小
型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依然較
多。
值得關注的是，7月份高技術製造業PMI為54.8%，

高於製造業整體近5個百分點，而且連續三個月呈上升
走勢。消費品相關製造業PMI為51.0%，繼續位於臨界
點上方，也高於製造業總體水平。高耗能產業持續減
緩，PMI指數處在50%以下。

非製造業穩中向好
相對於製造業的疲軟，7月份，中國非製造業商務活
動指數為53.9%，比上月微升0.1個百分點，連續兩個
月回升，業務活動預期指數為60%，比上月上升0.3個

百分點。趙慶河認為，這顯示企業對未來市場發展較為
樂觀，非製造業運行穩中向好，對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
不斷增強。
綜合分析，有關專家認為，製造業PMI指數走勢偏
弱，主要是反映需求的新訂單指數上升動力不強，企業
也反映訂單不足、效益提升較為困難，說明當前經濟趨
穩態勢仍不穩固，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下一步應抓緊落
實好穩增長的各項政策措施，力提高政策效果。
製造業PMI是一個綜合指數，通常PMI指數在50以

上，反映經濟總體擴張；低於50，反映經濟衰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儘

管6月份內地經濟數據在投資、工業增加值

等方面呈現向好趨勢，但官方昨日發佈最新

數據顯示，7月份內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為50%，比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

位於榮枯臨界點，創今年 2月以來最低水

平。專家分析稱，數據顯示內地製造業略微

改善的跡象在7月中斷，製造業需求仍然偏

弱，經濟下行壓力大，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經

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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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首虎」副省長谷春立受查
香港文匯報

訊 從中央紀
委監察網站獲
悉，吉林省副
省長谷春立涉
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
受組織調查。
據了解，谷春

立是中共十八大後吉林省落馬的首
個省部級官員。
據中新社報道，公開資料顯示，

谷春立生於1957年，遼寧錦州人。
1975年參加工作，1984年加入中
國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科技
哲學博士，高級經濟師。
谷春立的仕途在東北度過，曾任

遼寧創業集團總經理助理兼綜合業
務部部長、瀋陽市經貿委專職委
員、瀋陽市委常委、鞍山市委書記
等職。2013年起，谷春立任吉林省
副省長。

根據官方介紹，谷春立協助省長
分管負責科技、知識產權、工業和
信息化、住房和城鄉建設、交通運
輸、外事僑務、國有資產、工商、
質監、安全生產監管、經濟技術合
作、貿易促進、有色地勘、台灣事
務等方面工作。負責民營經濟發
展、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領導工作。
資料顯示，在副省長任上，谷春

立曾因吉林省吉煤集團八寶煤業公
司發生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被記
過。
據媒體報道，7月28日，吉林省
省長蔣超良在長春會見中國聯合網
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陸益民
一行，谷春立以副省長的身份參加
了活動。
上月初，谷春立還來到吉林省交

通運輸廳，為全體廳級幹部、廳機
關公務員、廳直單位領導班子成員
共百餘名黨員幹部講「三嚴三實」
專題黨課。

駐朝大使開城拜祭志願軍亡靈
香港文匯報訊 在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88周年到來之際，中
國駐朝鮮大使李進軍
31日率使館外交官前
往開城，祭掃中國人
民志願軍烈士陵園。
新華社報道稱，李

進軍一行首先向志願
軍烈士墓敬獻花籃，
以三鞠躬向志願軍烈
士致敬。隨後，李進
軍宣讀悼詞，向志願軍烈士墓灑酒
鞠躬。
李進軍表示，60餘年前，中國人
民志願軍來到朝鮮與朝鮮軍民並肩
作戰，戰勝了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
侵略者。他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
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他們的豐功
偉績與日月同輝。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25日在第

四次老兵大會上向志願軍烈士和老
兵表示崇高敬意，並於27日向檜倉

志願軍烈士陵園敬獻花圈。對此，
李進軍說，這一切再次表明，金正
恩同志以及朝鮮黨、政府、軍隊不
忘歷史、繼承傳統的決心，我們對
此表示讚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我們將繼承並發揚傳統，為這種用
鮮血凝成的友誼賦予新的時代內
涵。
開城志願軍烈士陵園位於朝鮮開

城市松岳山腳下，安葬了12,000餘
名烈士。

■中國駐朝鮮大使李進軍向志願軍烈士墓鞠躬。
新華社

準備勝利日閱兵 天安門城樓停開38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天安門城樓售
票處、入口處7月31日均貼出通告，天安門城樓
將於2015年8月1日至9月7日期間暫停對外開
放。
為迎接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辦紀念抗日

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的到來，天安門城樓的粉
刷工作於今年7月中旬提前啟動。
此外，天安門周邊改造工程近期動作頻繁，長
安街也迎來又一次大規模整體修繕。這是自2009
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後，長安街最大規模的一次
整體景觀環境提升工作。

京兩機場當日停運3小時
另據新華社報道，從民航局空管局獲悉，9月3
日9:30到12:30之間北京首都機場和南苑機場將
關閉，屆時空管部門將對飛越北京地區的航班實
行嚴格的空中交通管制。

據新華社報道，從現在起到9月3日，北京空
域將臨時劃設限制區，在首都機場南部設立東西
向保護線，飛越該區域航班有嚴格的高度限制。
北京首都機場進、離場合進近複飛程序將作相應
調整，制定臨時飛行程序。

下旬起禁體育飛行兩周
為了緩解流量控制的嚴重情況，將在北京周邊

劃設8個飛行等待區域。針對流控情況，建議航
空公司及時採取措施調整航班。除緊急情況外，
北京、天津機場不接受備降。據悉，許多公司已
將在9月3日上午三小時期間在北京起降的航班
取消。
與此同時，北京市航空運動管理中心發出通
知稱，8月1日起至8月21日，在北京地區實施
停售、停寄、停遞各類航空器；8月22日至9
月4日，一切單位、組織及個人利用輕型直升

機、滑翔機、三角翼、動力傘、熱氣球、航空
或航天模型等航空器進行體育飛行活動全面禁
飛。

■武警關閉北京天安門城樓出口處的護欄。
網上圖片

原中顧委常委張勁夫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共產黨
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
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科技和財經戰線
的傑出領導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
委員、原國務委員張勁夫，因病於2015年7
月31日23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公開報道顯示，張勁夫是最後一名辭世的

中顧委常委。
張勁夫，安徽省合肥縣（今肥東縣）人，

1914年6月出生。原名張世德。1934年秋在
上海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教聯」，1935年

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上海國難教育社總黨團委員、上海戰區戰地
特支委員、安徽省工委常委、宣傳部長、大別山、廬江、鄂豫皖區黨
委常委、民運部長、津浦路東省委書記、皖東新四軍五支隊政治部主
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二師政治部副主任、四旅政委、淮南
區常委宣傳部長、華中建設大學副校長、魯南二軍分區政委、魯南行
政公署副主任、魯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魯中南區黨委委員。
1949年後歷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浙江省委常委、省財委主

任、華東財委副主任、地方工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黨
組書記、副院長、國家科委副主任、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國務院
財經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省軍區第一
政委、國務委員、國家經委黨組書記、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
員、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歷任黨的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

一、二、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7月內地PMI回落，顯示經濟下行壓力大。圖為江蘇一家企業的碳纖維生產線。 新華社

■谷春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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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通訊
員 劉曉艷 天津報道）新中國現代醫
藥工業的奠基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天津大學教授沈家祥7月30日因病醫
治無效在津逝世，享年94歲。8月1
日上午，沈家祥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
在天津北倉殯儀館舉行。
中國現代醫藥工業拉開序幕有三個

重要產品：第一個是氯黴素，第二個
是青黴素，第三個是磺胺，沈家祥領
導了氯黴素，也參與了磺胺。

沈家祥1921年出生於江蘇省揚州市，早年留學英國，1949年於倫
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後，毅然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1952年，
他領導攻堅小組，僅經過4個多月的研究就完成了中國人自己創造的
氯黴素的合成方法，後來他對氯黴素生產工藝進行重大革新，大幅
度降低了成本，使氯黴素終於能夠迅速投入生產，新工藝於1957年
推廣並用於生產，標誌中國現代醫藥工業的發展進入了大規模、
成批量生產的階段。1985年沈家祥當選為法國國家藥學科學院通訊
院士，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培養首批製藥工程人員
沈家祥還在藥物研究的很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成績。比如，他領
導設計了從國產原料山蒼子油出發的維生素A合成路線，並取得成
功。他重視人才培養，五十年代初培養出中國第一批製藥工程設計
人員。80歲高齡之際，沈家祥又被禮聘為天津大學教授，並以名譽
院長的身份參與到天大藥學院的創建。
沈家祥逝世後，家人遵照其遺囑，喪事從簡，家中不設靈堂，不

接受花圈、花籃和輓聯。

■張勁夫 網上圖片

■沈家祥院士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