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經濟欠動力 勢寬鬆穩增長
8月製造業PMI半年首次跌破榮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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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吉喆稱，將針對性地加強預調微調，
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中新社

■■官方製造業官方製造業PMIPMI半年來首次半年來首次
跌破跌破5050榮枯線榮枯線，，顯示內地經濟顯示內地經濟
下行壓力增下行壓力增。。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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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對
於近期內地資本市場巨幅波動，國家發展改
革委副主任寧吉喆昨日在在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吹風會上表示，當前股市債市在中國融資
格局中作用有限，股市波動對經濟平穩運行
有影響，但影響可控，發展市場就要能夠經
受住波動。寧吉喆還指出，目前經濟運行保
持在合理區間，預計8月工業運行將回升、出
口會有所改善、投資緩中趨穩，未來將以更
加精準的定向調控，有針對性地加強預調微
調，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寧吉喆表示，中國股市作為多層次資本

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股市波動對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還是有一定實影響的。但在中
國的社會融資總規模中，股市債市等直接
融資佔比只有百分之十幾，銀行等間接融
資佔到80%多，可見股市在社會融資總規
模中作用有限。在居民個人家庭財產中，
股票資產也不超過15%。他說，要發展社
會主義經濟就要發展資本市場，要發展市
場經濟就要能夠經受住波動。

出口形勢將有所改善
對於近期多項宏觀經濟指標下滑，寧吉

喆指出，7月份出口、投資、工業等部分領
域有所放緩，總體上屬於經濟運行的正常
波動，其中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有季

節性因素和基數的作用。出口下降主要是受發達經濟
體經濟增長對中國出口帶動作用減弱、多數新興經濟
體增長下滑，以及去年同期基數較高的影響。「從目
前情況看，8月份出口形勢將有所改善。」
他說，雖然一些經濟指標波動會對心理產生影響，

但要看基本面和最終的趨勢。中國經濟仍運行在合理
區間，整體基本面沒有改變，宏觀經濟運行平穩。

工業回升投資可趨穩
據他分析，投資放緩有暑期季節性回落的因素。

「隨着房地產交易持續回暖、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狀況
改善，下一步投資有望緩中趨穩。」工業方面，7月
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8月
份以來一些實物量指標有所好轉，全國發用電由上月
的下降轉為增長；鐵路日均裝車較上月增加，預示工
業運行有望回升。

針對性微調防範風險
對於未來宏觀政策，寧吉喆表示，將以更加精準的
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實施
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在區間調
控基礎上，見微知著、靈活施策，有針對性地加強預
調微調，着力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運行
在合理區間。

從製造業PMI分項指標看，新訂單指數、從業人
員指數和原材料庫存指數低於臨界點。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員張立群指出，8月份PMI指
數表明經濟仍存在一定下行壓力。新訂單、出口訂單指
數小幅回落，反映市場需求不足；採購量、進口和產成
品訂單指數下降，反映企業信心不足，去庫存活動仍在
繼續。

內外需求減 新出口訂單續跌
分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PMI為49.9，比上月下降

0.7，年內首次落至臨界點下方；中型企業PMI為
49.8，比上月下降0.2；小型企業PMI為48.1，比上月
回升1.2，繼續位於收縮區間。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分
析，製造業PMI降至臨界點以下，一方面是部分傳統
產業繼續加大結構調整；另方面，從外部因素看，原油
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製造業國內外市場需求偏
弱。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數分別為49.7和47.7，
均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仍位於臨界點以下。
一些偶然性因素和季節性因素也導致製造業PMI回
落。趙慶河指出，7、8月份出現洪澇災害，部分企業
生產經營活動有所減緩。生產指數為51.7%，比上月
回落0.7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下行。此外，京津冀

等地加大治理大氣污染力度，主動放慢生產，製造業
PMI明顯低於全國總體水平。不過趙慶河指出，數據
顯現出高技術製造業繼續保持穩步增長，消費品相關
行業持續保持擴張等積極因素。

非官方製造業產出近4年低
同日公佈的8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終值為47.3，

略低於7月份的47.8，連續6個月在榮枯線以下；新業
務和新出口訂單指數均連續第二個月處在50下方，其
中前者為2014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後者為2013年6
月以來最低。受此拖累，製造業產出指數跌至46.4，
創下2011年11月以來最低水平。
財新新聞稿稱，17%受訪廠商月內從海外接獲的新業

務減少，許多廠商提到外需普遍減弱。與此同時，企業
亦相應壓縮採購，8月採購數量指數為2009年3月以來
最低，產成品庫存指數則為半年來首次出現積壓。

當月財新中國服務業PMI終值為51.3，已連續118
個月保持在榮枯線以上，但低於7月份53.8的水平。
儘管服務業保持增勢，卻無法彌補製造業的頹勢。8
月財新中國綜合PMI終值為48.8，低於7月50.2的水
平，是2014年4月以來首次跌破榮枯線，經濟下行壓
力凸顯。

經濟續下行 年底前料再降準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表示，中國經濟下

行壓力很大，估計三季度末是全年經濟增速底部，三
季度GDP增速約在6.8%-6.9%之間，年底前至少再降
準50基點。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宏觀經濟研究主管章俊指出，

目前經濟增長的下行動能不減，政府穩增長的壓力越
來越大。未來維持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導向並配合寬
鬆的貨幣政策，降準降息還會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內

地官方昨日公佈的8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為49.7，比上月回落0.3個

點子，是今年3月以來首次跌破50榮枯線，

數字更創2012年8月以來新低，顯示製造

業增長動力不足。當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

數為53.4，雖然仍高於臨界點，但比上月回

落0.5個點子，擴張勢頭放緩。專家指出，

經濟下行壓力不減，穩增長是未來工作重

心，寬鬆政策仍將通過下調準備金率、財政

擴張等方式發力拉動投資以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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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前來參
加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
動的連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習近平強調，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
第一次完全勝利，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民族團
結奮鬥的結果。兩岸同胞要牢記歷史、緬懷先烈、
團結一心、維護勝利成果，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努力。習近平
的講話，精闢地指出了國家隆重紀念抗戰勝利70周
年的重要意義。目前，兩岸關係正處在和平發展的
重要時期，兩岸同胞應以史為鑒，以團結為重，努
力化解分歧，凝聚共識；兩岸應堅定走和平發展道
路，反對「台獨」分裂路線，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共同振興中華民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
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是
對中國抗戰勝利的崇高歷史地位的準確概括。自
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到上世紀初，外國列強
發動了一場又一場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
雖然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於當時封建王朝的
腐朽沒落，戰爭的結果都是中國失敗並向列強割
地賠款，中國陷入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的苦難深
淵。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
戰爭，更使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面對
空前的民族危機，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
沒有屈服，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合作建立了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全國人民不分黨派、民族、階
級、地域，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配合、協同
作戰，眾志成城，同仇敵愾，與日本侵略者展開
了殊死的抗爭，付出 3500 萬軍民傷亡的慘重代
價，終於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華大地，取得了反
抗外國侵略者的第一次完全勝利。能夠取得這場

反侵略戰爭的全勝，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全國人民
團結一心，共禦外侮，這個歷史經驗應該成為中
華民族的偉大傳統和寶貴精神財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台灣同胞始終與祖國同
呼吸、共命運，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全民族抗
戰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近代歷史風雲，兩
岸同胞深刻體會到，大陸和台灣是不可分割的命
運共同體，我們的命運從來都是緊緊連在一起
的。國家強大、民族強盛，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
的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發展、尊嚴的保障」。這
番話是對台灣同胞抗戰歷史的高度肯定，同時，
更是說出了兩岸同胞的心聲。事實上，日本霸佔
台灣50年來，台灣同胞一直都以各種方式抵抗日
本的殖民統治，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反
抗侵略的壯烈詩篇。今年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
兩岸同胞舉行的一系列紀念抗戰勝利活動，也充
分體現出兩岸同胞同出一脈，血濃於水，共同反
對外來侵略的濃烈情懷。

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目前，在國
共兩黨、兩岸雙方及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在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已經開
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
出：「這是一條有利於兩岸同胞團結奮鬥、實現
互利雙贏的正確道路。只要兩岸同胞沿着這條道
路堅定走下去，就一定可以撫平歷史造成的心理
創傷，為民族復興凝聚起強大力量、開創出美好
未來。」習近平總書記這番話，為未來兩岸關係
發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對台灣同胞的殷切期望。
兩岸同胞通過共同紀念抗戰勝利，將把昔日團結
抗戰的精神發揚光大，繼續攜手推動今日兩岸關
係的和平發展，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相關新聞刊A5版）

牢記團結抗戰歷史 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澳門博彩業收入持續下降，澳門政府終於

昨日起採取緊縮財政開支措施。一葉知秋寒
意近。澳門的困境源於經濟結構單一脆弱，
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而急速逆轉。這對經濟
多元化程度不高的香港，是一個警號，也是
一種啟示：香港應進一步提升危機意識，特
區政府應該適度有為，把握機遇培育新的經
濟增長點，尤其是培育創新科技產業的成
長，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步伐，提升整體競爭
力和經濟抗逆力。

眾所周知，博彩業是澳門最重要的經濟支
柱，受全球經濟不景、客源大幅下降的影響，
澳門博彩業毛收入連跌15個月，8月份博彩毛
收入按年下跌35.5%，只有186.2億澳門元，已
跌破政府預計的月均 200 億澳門元的「紅
線」。主業不穩，財富效應消失，當局有必要
實施緊縮財政開支措施，預先做好準備，應付
經濟進一步轉差，以免對社會造成更大衝擊。

香港與澳門隔海相望，雖然香港人口、面
積和經濟體量均遠超澳門，但總體而言，同
屬細小外向型經濟體，單靠本地市場並不足
以承載龐大的經濟規模，難以保持可持續發
展，必須透過開發海外新市場來推動本地經
濟增長。這種特點，導致港澳本地經濟都容
易隨外圍經濟的好壞而起伏。儘管澳門經濟
一業獨大、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的問題比香港
嚴重得多，但香港實體產業經濟缺乏的弊端
同樣不容忽視。目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外
貿疲軟，下半年仍可能維持這種狀態，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因此發出警告，香港經濟面臨
重重挑戰，下半年增速預計會放緩。

毫無疑問，香港經濟最大的缺陷在於產業

結構單調，近 20 年來，一直依賴金融、旅
遊、工商貿易及物流四大產業。由於周邊地
區競爭加劇，香港物流業龍頭地位早已喪
失，工商貿易業亦風光不再，只剩下金融及
旅遊業苦苦支撐。令人擔憂的是，近期因為
本港發生衝擊旅客的暴力趕客事件，導致來
港的內地及外地旅客數量持續下跌，並影響
到酒店、旅遊及零售業生意，零售業總銷貨
值已連續5個月下滑。

固有產業優勢不再，新興產業發展卻步履
艱難，特首梁振英提出的創科局因立法會反
對派拉布，竟然拖了3年仍未能成立，政府推
動香港創科業發展阻力重重，整體創新科技
實力已被鄰近地區競爭超越。其他重大建設
如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乃至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都遭遇類似的人為阻礙，令香港一
再錯失發展的先機，經濟轉型步伐緩慢，深
層次矛盾不斷累積，外圍經濟稍有風吹草
動，香港的應對抗逆就會捉襟見肘。

沙士期間，受內憂外患困擾，香港曾經面
臨政府財赤的困境，大幅收縮公共開支，公
務員要減薪，企業更出現裁員倒閉潮，這些
痛苦的經歷港人刻骨銘心，一定不想歷史重
演。值得慶幸的是，當前香港庫房充實，經
濟尚算穩健，只要居安思危，仍有能力克服
潛在挑戰。而居安思危的具體行動，就是認
清大勢，明確自身定位，在國家推進的「一
帶一路」戰略中，扮演好「超過聯繫人」的
角色，在集資融資、商貿、專業服務、多元
旅遊、新興產業等方面提供服務，積極把握
新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長、保持繁榮穩定注
入新動力。

澳門緊縮開支 港要居安思危
A6 重要新聞

■■滬深兩市於滬深兩市於99月月
首日齊跌首日齊跌。。中新社中新社

經濟數據差 A股3大指數齊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中國PMI數據
疲弱，投資者對股市的前景更加悲觀，恒指即月
夜期昨日一度低見20,633點，創下2013年以來最
低紀錄。ADR港股比例指數也持續下跌，至中段
跌323點，報20,862點。
恒指即月夜期昨日開市報20,862點，已經跌穿

了8月25日的低位20,865點，收挫155點，報
20,724點，低水461點。ADR港股比例指數也在
開市不久就失守21,000點關口，截至今00：45，
報20,862點。在美上市的恒指成份股普遍下挫，
匯控（0005）ADR折合港元很快跌穿60元，挫
2.4%；中移動（0941）也跌1.6%。

亞股齊挫 日股瀉3.8%最傷
亞太股市昨日亦全線下挫至少1%，其中以日本
股市最受傷。日經225指數全日收報18,165點，
跌3.8%，且創一周以來最低收市紀錄。 台灣股
市也終止五日升勢，昨收跌1.92%。韓國股市同
樣由過去五日的升勢轉為跌市，收跌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昨天
公佈的PMI數字欠佳至市場信心匱乏，上證綜指
一度大跌 4%，跌至 3,000 點邊緣。滬指收報
3,166點，跌39點或1.23%；深成指收報10,162
點，跌幅3.67%；創業板指報1,889點，跌幅達
5.38%。兩市成交量也日漸萎縮，合共成交7,256
億元（人民幣，下同）。

銀行股力撐 滬指跌幅收窄
昨日銀行板塊表現最佳，漲幅第一達2.81%，

特別是滬指跌幅收窄主要靠銀行股拉升。其中五

大行排名靠前，建設銀行漲幅最高為8.70%，工
行、交行、農行也都漲逾5%。
券商板塊漲幅1.6%位居第二，19隻個股上漲。

有媒體報道稱，證監會要求50家券商向證金公司
補充資金。昨日午間國泰君安公告稱同意按7月
31日淨資產20%的比例出資投資權益類證券，並
相應提高自營業務規模。
前段時間火爆的軍工概念股全線跌，航天軍工

跌9.43%、軍工改制跌9.25%。同花順數據顯
示，截至收盤前3分鐘，國防軍工板塊主力資金
淨流出第一，有超過43億元資金出逃。

政策呵護 後市料震盪築底
目前對於A股是否築底的討論漸多，國泰君安

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喬永遠認為，A股市場估值
正在尋找底部區域，目前整體來看主要市場風險
已經大部分釋放，估值水平趨於合理化。巨豐投
顧郭一鳴則稱，近期政策呵護有加，目前指數大
跌概率可能性大大降低，短期仍屬於下跌後的恢
復期，震盪築底應是主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