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莫斯傅瑩在港會面 學者：冰面劃了一道口

首七月民間投資僅增2.1%
內地調整陣痛在釋放 經濟下行壓力不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7月內

地主要經濟指標顯示，今年首7個月固定資產增速連續3個月低於

10%，創16年來同期最低，佔總投資60%的民間投資增速繼續下滑至

2.1%的歷史新低。統計局認為，國內經濟調整的陣痛在釋放，經濟面

臨不小的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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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菲律賓總統特
使、前總統拉莫斯昨日結束訪港行程。他於10日
至11日與老朋友中國前駐菲律賓大使、現任全國
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中國南海研究院
院長吳士存會面，以私人身份探討如何推進中菲
之間的和平與合作。中國學者評價拉莫斯與兩人
會面如同「冰上面劃了一道口」，對未來兩國正
式會談前景表示「謹慎樂觀」。
7月12日南海仲裁案所謂裁決公佈後，菲律賓

總統杜特爾特宣佈擬派拉莫斯作為總統特使訪
華，對此中方表示歡迎。

就共同關心問題尋合作路徑
據拉莫斯與傅瑩會後發佈的消息，在為期兩天的
非正式討論中，拉莫斯表示菲政府願意在合適的時
機，與中國政府就雙方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舉
行正式會談，以尋求和平與合作的路徑。與會者期
待中菲開啟正式磋商進程，在北京、馬尼拉或其它
可能的地點不斷推進。他們探討了開展有益於兩國
人民的民生和生態安全等合作的可能性和建議，例
如鼓勵進行海洋生態保護、避免緊張局勢和促進漁
業合作、開展禁毒和反走私合作、打擊犯罪和反腐
敗合作、開拓增進旅遊合作的機會、鼓勵便利貿易
和投資的措施以及鼓勵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
進行二軌（智庫）交流等。
對此，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
員許利平表示，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單方面
提起南海仲裁，為中菲關係蒙上厚重陰影。杜特
爾特顯然不想背上阿基諾三世留下的「政治包
袱」，拉莫斯訪港與傅瑩會面，表明杜特爾特政
府改善中菲關係的政治意願。

他指出，拉莫斯很有智慧，對中菲關係非常了
解；傅瑩是中國前副外長和前駐菲大使。兩人會
面可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原則和看法，找
到中菲正式會談的底線在哪裡、磋商空間在哪裡
以及最大公約數在哪裡。

「探路」為中菲會談奠定基礎
許利平說，「拉莫斯作為破冰者，與傅瑩會面如

同冰上面劃了一道口。中菲破冰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現在航道緩緩打開，需要雙方慢慢加溫。」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胡德坤指

出，拉莫斯與傅瑩會面意在為中菲正式會談「摸
底探路」，包括試探中方態度。此次會面距離中
菲「破冰」還有相當距離，但會為官方磋商奠定

基礎。
胡德坤注意到，拉莫斯與傅瑩在會面中探討了開
展有益兩國民生和生態安全等合作的可能性和建
議，例如鼓勵進行海洋生態保護、避免緊張局勢和
促進漁業合作等。這些建議符合中方「擱置爭議、
共同開發」主張，又與生態保護、環境保護原則相
一致，中菲正式會談可以朝這些方向努力。
談及中菲正式會談前景，兩位專家都表示「謹慎

樂觀」。胡德坤指，拉莫斯與傅瑩會面向外界釋放
積極信號，表明菲律賓改善對華關係意願，可以看
成是中菲謀求破冰的「一個起點，一個開始」。許
利平表示，如果杜特爾特頂住美日巨大壓力和持續
干擾，與中方相向而行，中菲可以「循序漸進，積
少成多」，從危機中汲取合作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從
10日開始的訪菲行程，在11日迎來「重頭戲」——這
天，他在達沃市與菲總統杜特爾特和菲外交部長亞賽舉
行會談。據《環球時報》報道，岸田與亞賽當天舉行了
聯合記者會，「敦促中國尊重法治和海洋安全」，以和
平解決南海和東海爭議。中國菲律賓問題專家陳慶鴻11
日表示，雖然日菲在記者會上顯示出達成了一定共識，
要共同向中國施壓，但其實日菲今後各項合作的落實並
非是板上釘釘，所以這種所謂的共識在實際操作層面會
怎樣發展還有待觀察。許多日媒在分析岸田此行時都表
示，「日本擔心菲律賓倒向中國」。

菲正推動與華磋商經合
《日本經濟新聞》11日稱，在日本內閣重組後，岸田

文雄將首個出訪國家定為菲律賓，並前往杜特爾特的大
本營達沃市而非首都馬尼拉，顯示其希望盡早在南海問
題上確認與菲方的合作關係，以能夠「共同抗衡中
國」。另外，美國國務卿克里7月下旬也剛訪問了菲律
賓，美方當時表示將向菲政府提供3,200萬美元援助，日
美兩國在經濟合作等方面急於拉菲律賓接近，其意圖是
防止菲律賓倒向中國。目前，菲律賓新政府正在推動與
中國之間的雙邊磋商。而中國已通過非正式渠道向菲律
賓打探在鐵路建設等方面開展經濟合作的意向。日本時
事通訊社也稱，岸田此訪旨在「牽制中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菲律賓問題專家陳慶鴻表

示，岸田此訪對中菲關係和南海問題可能會產生一些負
面影響，因為日本想做的本身就是對中國不利的事情。
不過杜特爾特是比較務實的人，中菲對話還在推進，兩
國關係氛圍不錯，加上日菲各項合作有待落實，因此日
菲在此次記者會上表現出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還需
要進一步觀察其在實際操作層面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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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斯拉莫斯（（中中））1111日與老朋友傅瑩日與老朋友傅瑩（（左左
二二））及吳士存及吳士存（（左一左一））共進晚餐共進晚餐。。 中新社中新社

7月，支持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投資需
求全面萎縮。數據顯示，首7個月固定

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8.1%，增速比首6個月回
落0.9個百分點，創16年來同期新低；環比增長
0.31%，較上月下降0.9個百分點，為今年以來
最低。
基建、製造業、房地產三大投資增速進一步回

落，房地產投資和銷售增速連續第3個月雙雙下
滑，開發商投資和拿地全面放緩。首7個月全國
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名義增長5.3%，增速比首6
個月回落0.8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
長26.4%，增速較首6個月回落1.5個百分點。
此外，首7個月土地購置面積同比下降7.8%，降
幅比首6個月擴大4.8個百分點，顯示開發商拿
地放緩。

統計局：形有波動勢仍向好
先行指標亦顯示三大投資增速趨於回落。首7

個月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24%，增速回落
1.1個百分點。首7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同
比增長7.5%，增速比首6個月回落0.5個百分
點。國家預算資金、國內貸款增速均在減緩，而
自籌資金也僅增長1.5%。
值得關注的是，首7個月民間投資增速下滑至
2.1%，增速比首6個月回落0.7個百分點，創歷史
新低。民間投資佔比也進一步萎縮至61.4%，比
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此外，拉動經濟的另一駕馬車——消費，7月

同比增長10.2%，比首6個月下降0.4個百分點，
略低於預期。同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
6.0%，比首6個月回落0.2個百分點，低於預期。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用「形有波動、
勢仍向好」形容當前內地經濟走勢。他表示，國

內經濟調整的陣痛在釋放，經濟面臨不小的下行
壓力。此外，7月洪澇災害嚴重，高溫酷暑天氣
對生產經營的影響比預期的大。但是經濟運行仍
然運行在合理區間。

分析：經濟下行需改革加速
國泰君安宏觀分析師熊義明向本報指出，從 7

月數據看，投資下滑速度超預期，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到年底經濟增速或再下台階，需要更加積
極的財政政策穩增長與加速改革破除民間投資下
滑難題。
熊義明分析稱，中國經濟增速換擋過程中，不

同變量調整方式不同。「快變量」——房地產投
資的調整大體以「兩年下滑，一年上升」的方式
進行，「慢變量」——消費和製造業投資增速每
年均在下滑，其中製造業每年下滑約 5 個百分
點，消費每年下滑 1個至2 個百分點。按目前趨
勢，預計下半年快變量由平穩轉為下滑，慢變量
繼續調整，經濟下行壓力提前，因此今年底經濟
增速可能再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民間軍事智
庫——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昨日在北京發佈《2015年美
國軍力評估報告》和《2015年日本軍力評估報告》。報
告稱，2015年日本通過新「安保法」，理論上講可有限
度地實現在全球行使集體自衛權、派兵海外援助他國、
在國際和平合作中擴大業務範圍和武器使用權限等突
破。日本正試圖利用這些突破，達到介入國際安全事
務、強化日美同盟、防華制華等多重目的。

關於日本軍力，報告認為，2015年日本在軍事安全領
域的三大舉措引人注目：通過了以解禁集體自衛權行
使、隨時出兵海外、為別國提供軍事後勤支援等為關鍵
內容的新「安保法」，並且為大幅提升職業軍人的地位
與職權，幾近廢除「文官治軍」的傳統制度；修訂《日
美防衛合作指針》，加大日美聯合干預地區、全球以及
「國際公域」的安全事務的力度；日本在西南諸島及第
一島鏈——中國的家門口不斷加強軍事部署和防範措
施，配合美國不斷介入南海爭端，意圖實現軍事重返東
南亞的目的。
報告還提出，美國正將南海作為「再平衡」戰略的突

破點。通過南海雙邊或多邊軍演，美國有計劃地向該地
區轉移軍力，特別是重返蘇比克灣和克拉克空軍基地，
強化軍事部署，一旦南海發生武裝衝突，美國可依據協
防條約迅速投入兵力，為美國圍堵中國和維護其霸主地
位奠定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緬甸民盟主席、國務資政昂
山素姬11日在內比都會見中聯部
部長宋濤。
宋濤說，中緬胞波情誼深厚，發

展中緬友好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
益。中方支持緬走符合本國國情的
發展道路，願為緬發展穩定提供幫

助。希望兩國執政黨加強交流合
作，推動兩國關係更好發展。
昂山素姬說，緬方高度重視發

展緬中關係，期待不久訪華進一
步提升兩國友好合作水平。民盟
願同中共深化交往，不斷增進互
信與合作。同日，宋濤還會見了
鞏發黨、軍方領導人。

昂山素姬將從8月17日對中國
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隨着G20杭州峰會
的日益臨近，經過3個多月緊張
籌備的G20峰會多語應急服務
平台已於10日正式上線運行。

據悉，峰會期間在杭外國賓客
如在出行、訂餐、訂票、急救
等方面遇到語言溝通上的問
題，都可以通過撥打「96020」
熱線尋求翻譯幫助。

據介紹，該平台是一個翻譯平
台，現有 60席，翻譯人員 248
名，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翻譯服
務，設14種語種的翻譯，實現了
所有峰會參會國語種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內地經濟調整產業
和地區分化明顯。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昨日表示，
國企比重大、重化工企業佔比大的地區面臨較大的經濟下行
壓力，尤其是重化工佔比八成的遼寧省，經濟下行調整程度
超過其他地區。此外，7月遼寧城鎮調查失業率也高於全國
5%的平均水平，超過7%，內部壓力較大。專家建議，東北
三省與廣東等對口合作複製特區進行體制創新。
今年上半年遼寧經濟全面下滑，地區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比下降 1.0%，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同比下降
58.1%，財政收入同比下滑18.6%，財政支出下滑10.4%，引
發社會廣泛關注。
盛來運在7月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佈會上表示，遼寧在這

一輪經濟調整中調整幅度確實比較深，既有國際國內大環境

因素的影響，也有遼寧自身產業結構和體制方面的一些因
素。盛來運分析，這一輪結構調整中，重化工產品價格調整
深度最深，不可避免的給遼寧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另外，遼
寧省城鎮化率將近68%，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基數較高。而此
輪房地產調整後，由於過去基數比較高，固定資產投資比其
他地區下滑得多。不過盛來運表示，雖然遼寧經濟增速在回
落，但民生指標表現還可以，就業、收入、物價總體穩定。

建議與粵浙蘇對口合辦
對於如何重振包括遼寧在內的東北經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建議東北與廣東、浙江、江蘇三省對口合作
開辦特殊合作區，由東南三省派出的幹部主導，沿用東南三省
的政策、規則，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

智庫：日圖以安保三突破制華 昂山素姬會見宋濤

G20峰會多語服務平台上線

內地首七月主要經濟數據回落
數據 同比增速（%） 與首六月相比（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 8.1 -0.9

房地產投資 5.3 -0.8

商品房銷售面積 26.4 -1.5

消費 10.2 -0.4

工業增加值 6.0 -0.2

整理：記者 海巖

遼寧經濟下滑大 專家倡複製特區

■■昂山素姬昂山素姬1111日會日會
見宋濤見宋濤。。 新華社新華社

■■美美、、日軍力評估報告發佈會日軍力評估報告發佈會。。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首首77個月個月，，商品商品
房銷售面積房銷售面積7575,,760760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同比增長同比增長2626..44%%，，增速增速
比首比首66個月回落個月回落11..55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圖為南京一個在售樓圖為南京一個在售樓
盤內盤內，，銷售員向銷售員向「「外星人外星人」」介紹樓盤情況介紹樓盤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