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俊峰廣州報道）記者從昨
日開幕的廣州市第十四屆人大六次會議上獲悉，未來
五年，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將在廣州逐漸成型，在珠江
口海域共同整治、社會管理和城市規劃對接、三地人
才合作、港澳青年及居民在廣州創業和居住等方面將
推進一系列具體動作。廣州市長陳建華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指出，廣州在「十三五」期間將進一步深化國際
交流和區域合作，同時積極推動穗港澳服貿自由化示
範基地的建設。記者從廣州「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看到，穗港澳將在「十三五」期間進一步深度融合，
粵港澳優勢生活圈的打造將成為重要抓手。

吸引香港居民創業居住
廣州市發改委主任葉牛平解讀稱，廣州將加快落實
CEPA先行先試系列政策，推進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
區等項目建設，深化資訊科技、專業服務等領域合

作，「十三五」期間將繼續完善粵港澳青年創新工場
和創業基地的建設。記者獲悉，位於廣州南沙的粵港
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粵港澳(國際)大學生實習基地
等創業服務區的總建築面積已達3.15萬餘平方米，可
同時容納約100家創業團隊入駐，項目小組及團隊已
經超過20個，申請專利超過174件。
據了解，加強與港澳在城市規劃建設和社會管理服

務方面的對接，是廣州打造粵港澳優勢生活圈的重要
內容。相對而言，港澳在城市規劃、公共服務和社會
管理理念具有國際化的先進經驗，「十三五」期間，
穗港澳將進一步打通跨界基礎設施對接，完善公共服
務領域跨界合作機制，提升三地通關便利程度，建立
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和緊密順暢的協作機制，將為粵
港澳優質生活圈的成型奠定基礎。
預計廣州在吸引港澳居民在廣州創業和居住方面，

將在「十三五」期間有更多動作，比如建立跨境民生

和公共服務合作機制，建立粵港澳社會民生及公共服
務等方面的經驗共享平台，提升粵港澳三方公共服務
的兼容性，研究降低與港澳通信結算價格，優化通訊
及信息交流環境等。

重要新聞A6 ■責任編輯：王 昊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6年2月2日（星期二）

1?
�

國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
趙慶河表示趙慶河表示，，11月製造業月製造業PMIPMI回落主回落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從歷史數據上一是從歷史數據上
看看，，受元旦及春節臨近等因素影響受元旦及春節臨近等因素影響，，每年每年11
月製造業生產活動大多有所減少月製造業生產活動大多有所減少，，市場供市場供
需放緩需放緩。。20162016年年11月生產指數為月生產指數為5151..44%%，，比比
上月回落上月回落 00..88 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新訂單指數為新訂單指數為
4949..55%%，，比上月下降比上月下降00..77個百分點個百分點，，落至臨落至臨
界點以下界點以下。。
二是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和去庫存階二是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和去庫存階

段段，，部分企業主動減少產量和降低庫存部分企業主動減少產量和降低庫存。。11
月產成品庫存指數為月產成品庫存指數為4444..66%%，，比上月下降比上月下降
11..55個百分點個百分點，，連續連續33個月回落個月回落。。
三是近期國內外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三是近期國內外經濟增長持續放緩，，需需
求總體偏弱求總體偏弱，，進出口受到一定程度影響進出口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為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為4646..99%%和和
4646..44%%，，比上月下降比上月下降00..66和和11..22個百分點個百分點，，連連
續處於收縮區間續處於收縮區間。。
從從1212個分項指數來看個分項指數來看，，同上月相比同上月相比，，除除

購進價格購進價格、、從業人員兩個指數上升外從業人員兩個指數上升外，，其其
他各項指數均下降他各項指數均下降。。其中其中，，產成品庫存產成品庫存、、
採購量採購量、、進口三指數下降較為明顯進口三指數下降較為明顯，，降幅降幅
超過超過11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非製造業非製造業PMIPMI增速亦放緩增速亦放緩
不過在製造業不過在製造業PMIPMI整體創新低的同時整體創新低的同時，，
消費品製造業消費品製造業PMIPMI則繼續走高則繼續走高，，對穩定經對穩定經
濟增長發揮積極作用濟增長發揮積極作用。。11月消費品製造業月消費品製造業

PMIPMI為為5757..88%%，，分別高於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別高於上月和去年同期
33..44和和22..11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呈持續上升態勢呈持續上升態勢。。其其
中食品中食品、、酒和飲料精製茶酒和飲料精製茶、、農副食品加農副食品加
工工、、煙草製品煙草製品、、醫藥醫藥、、汽車汽車、、電氣機械等電氣機械等
製造行業製造行業PMIPMI均連續均連續33個月保持擴張態勢個月保持擴張態勢。。
同時公佈的同時公佈的11月官方非製造業月官方非製造業PMIPMI 錄得錄得

5353..55%%，，比前一月回落比前一月回落00..99個百分點個百分點，，非製造非製造
業繼續保持擴張態勢業繼續保持擴張態勢，，但增速有所放緩但增速有所放緩。。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與居民消費與居民消費密切相關的批發密切相關的批發

零售零售、、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住宿餐飲住宿餐飲、、電信廣播電電信廣播電
視和旅遊等行業表現較為活躍視和旅遊等行業表現較為活躍。。金融業商金融業商
務活動仍處於較高景氣區間務活動仍處於較高景氣區間，，但受資本市但受資本市
場尤其是證券業大幅波動的影響場尤其是證券業大幅波動的影響，，較上月較上月
回回落幅度較大落幅度較大。。

電力耗煤跌幅逾電力耗煤跌幅逾1010%%
民生證券宏觀經濟學家管清友指出民生證券宏觀經濟學家管清友指出，，持持
續的貨幣寬鬆和穩增長並沒有改變經濟下續的貨幣寬鬆和穩增長並沒有改變經濟下
行趨勢行趨勢，，財政收支壓力束縛財政擴張空財政收支壓力束縛財政擴張空
間間，，僅靠貨幣寬鬆無法解決周期性問題僅靠貨幣寬鬆無法解決周期性問題，，
供給側改革取得效果之前供給側改革取得效果之前，，經濟仍有下行經濟仍有下行
壓力壓力。。
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指出海通證券分析師姜超指出，，PMIPMI再創新再創新

低低，，經濟開局不佳經濟開局不佳，，PMIPMI分項中生產分項中生產、、需需
求求、、庫存均回落庫存均回落。。從中觀看從中觀看，，電力耗煤同電力耗煤同
比跌幅仍在比跌幅仍在1010%%以上以上。。20162016年將是推進結年將是推進結
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仍需加大改革力度仍需加大改革力度
破解產能過剩困局破解產能過剩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內地內地3131省省
區近日陸續公佈區近日陸續公佈20152015年經濟數據年經濟數據，，廣東在廣東在
GDPGDP總量總量、、地方一般性公共預算收入兩大指地方一般性公共預算收入兩大指
標均穩居內地第一標均穩居內地第一。。GDPGDP增速增速、、財政收入增財政收入增
速也位列中上游速也位列中上游。。江蘇省以江蘇省以 77..0101 萬餘億的萬餘億的
GDPGDP總量緊隨廣東總量緊隨廣東，，也進入也進入GDPGDP「「77萬億萬億」」
俱樂部俱樂部。。山東省位列第三山東省位列第三，，GDPGDP為為66..33萬億萬億
餘億元餘億元。。

20152015年年GDPGDP增速企穩增速企穩88%%
據悉據悉，，廣東在內地各省區廣東在內地各省區GDPGDP榜單上已連榜單上已連

續續2727年穩居榜首年穩居榜首。。20152015年年，，廣東廣東GDPGDP達達77..2828
萬億元萬億元，，超過江蘇約超過江蘇約22,,700700億元億元，，優勢與前一優勢與前一

年基本相當年基本相當。。在固定投資在固定投資、、社會消費和外貿社會消費和外貿
進出口增速等重要經濟指標上進出口增速等重要經濟指標上，，廣東也有不廣東也有不
俗的表現俗的表現。。
「「十二五十二五」」期間期間，，廣東經濟保持中高速發廣東經濟保持中高速發
展展，，年均增速年均增速88 ..55%%，，連續突破關口連續突破關口：：20112011年年
突破突破55萬億元大關萬億元大關，，20132013年突破年突破66萬億萬億
元大關元大關，，20152015年突破年突破77萬億元大關萬億元大關，，
達到達到77 ..2828萬億元萬億元，，約佔各省市合計的約佔各省市合計的
11//1010，，自自19891989年以來已經連續年以來已經連續2727年穩年穩
居內地各省市第一居內地各省市第一。。據了解據了解，，廣東對內廣東對內
地經濟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地經濟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55年間對年間對
內地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內地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10%%。。
20152015年年，，廣東在國際形勢不佳的情況廣東在國際形勢不佳的情況

下下，，順利企穩了順利企穩了88%%的的GDPGDP增速增速，，增速高於北增速高於北
京京、、上海上海，，與山東與山東、、浙江持平浙江持平，，落後江蘇僅落後江蘇僅
00 ..55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正因如此正因如此，，兩者之間的兩者之間的GDPGDP差差
距才沒有被進一步拉近距才沒有被進一步拉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
規劃綱要》昨日正式發佈，提出「十三五」
期間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奮鬥目標，將科創
中心建設放在首位，同時對四個中心建成和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亦提出明確
要求。上海在與周邊城市合作方面，則規劃
打造大上海都市經濟圈，並與沿江省市共建
長江經濟帶。
科創中心建設無疑成為上海「十三五」的重
中之重，到2020年，要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走出創新驅動發展新
路，為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走在全國前頭、走到世界前列奠定基礎。
此外，對四個中心建設也提出詳細要求，

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適
應、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經濟、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際大都市。

與沿江省市建長江經濟帶
在與周邊城市合作方面，綱要提出打造大

上海都市經濟圈，上海要與沿江省市共建長
江經濟帶，深入推進長三角地區協同發展主
動服務、積極作為。加強與周邊城市協同發
展。着力提升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
航運、科技創新和文化等城市功能，推動非
核心功能疏解。促進與蘇州、嘉興、無錫、
南通、寧波、舟山等周邊城市同城化發展，

打造大上海都市經濟圈。

經濟續放緩 製造業PMI新低
貨幣寬鬆未改變下行趨勢 須發力化解產能過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顯

示，受經濟持續放緩等影響，2016年1月內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降至49.4%，比2015年 12月小幅回落0.3個百分點，成為

2012年8月以來40個月新低，並連續第六個月低於50%榮枯線。當

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也自高點回落至53.5%，比前一個月下降

0.9個百分點。經濟學家指出，1月官方製造業PMI再創新低，顯示經

濟開年不力，一季度經濟增速或再下台階。

內地經濟下行不止，供給
側改革被各界推為「靈丹妙
藥」，供給側改革見效之
時，才是內地經濟止跌之

日。如何深化供給側改革？學界正火熱討
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
長張文魁近日表示，國企改革才是貨真價
實的供給側改革。

張文魁看來，供給側改革主要體現為企
業部門的改革，通過對企業放鬆管制、減
輕稅負、激活機制、重組出清等提高供給

側效率，進而通過增加就業、工資等機制
促進需求側增長。而當下中國的企業部門
改革，核心就是國企改革。

混合所有制等改革進展緩慢
國企改革可以提振經濟增速、引導經

濟增長進入良性循環。張文魁測算，未
來 10 年，如果每年拿出 10%的國企股權
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每年可平均提高
GDP 增速 0.5 個百分點，這是拉投資、
放貸款很難達到的效果。不過，中國的

國企改革30多年了還沒有到位，十八屆
三中全會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等改革重頭
戲進展緩慢。

在慘淡的PMI數據公佈之際，國資委迎
來新一任主任肖亞慶。過去作為國企掌門
人，肖亞慶最閃光的業績是把中鋁做強做
大；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7年，輔佐分管
工業、電信、能源、交通等重要經濟領域
的副總理開展工作。他的上任，或許正是
國企改革開啟加速器的一個契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加速國企改革助經濟止跌

廣東GDP稱冠內地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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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沙創新創業孵化基地早前已經揭牌。
資料圖片

穗港穗港「「十三五十三五」」加強社會管理服務對接加強社會管理服務對接

■■科技創新科技創新
中心建設將中心建設將
成 為 上 海成 為 上 海
「「十三五十三五」」
的 重 中 之的 重 中 之
重重。。圖為上圖為上
海科技館海科技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穗港澳將在穗港澳將在「「十三五十三五」」期間進一步深期間進一步深
度融合度融合。。圖為廣州市天河區圖為廣州市天河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1月消費品製造業月消費品製造業PMIPMI呈持續上升態勢呈持續上升態勢。。其中汽其中汽
車車、、電氣機械等製造行業電氣機械等製造行業PMIPMI均連續均連續33個月保持擴個月保持擴
張態勢張態勢。。圖為內地某汽車生產車間圖為內地某汽車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1月份月份，，內地製造業採購內地製造業採購
經 理 指 數經 理 指 數 （（PMIPMI）） 為為
4949..44％％，，低於上月低於上月00..33個百個百
分點分點。。圖為遼寧瀋陽北方圖為遼寧瀋陽北方
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生產的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生產的
盾構機盾構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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