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10月工業利潤增速回升
銷售增長加快等因素拉動 企業效益向好態勢進一步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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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至10月份，內地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2,567.7億元，同比

增長8.6%，增速比1至9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具體
而言，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
比增加，12個減少。其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
工業增長2.3倍，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增長3.1
倍，是同比增長較快的行業；而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由
同期盈利轉為虧損。

工業品價格回升 庫存續降
10月當月，內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6,161億元，同比增長9.8%，利潤增長有所加快。就數
據而言，10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
1.2%，漲幅比9月份上升1.1個百分點，顯示內地工業

品市場需求進一步回暖；企業財務費用同比下降
4.5%，延續年初以來的下降趨勢；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
為56.1%，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2個百分
點；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73
元，同比下降0.13元。
何平認為，從數據上看，企業效益向好態勢進一步穩
固。工業品價格繼續回升，利潤率同比繼續上升，採礦
業利潤增速又創新高；而且企業庫存、槓桿率、單位成
本持續下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繼續顯現。

高技術製造業利潤增速放緩
「而10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比9月份回升，主要

受銷售增長加快、價格上漲以及化工、煤炭和通用設
備等行業拉動明顯等因素影響。」何平指出，10月份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5.4%，增速
比9月份加快1.5個百分點；化工、煤炭和通用設備三
個行業合計拉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2.7個百分
點。
何平也提醒，儘管10月份工業利潤增速穩中有升，

但利潤增長結構不盡合理，傳統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增長
較快，而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利潤增速卻有所放
緩。「利潤增長動力也過多依賴於價格的上漲。工業企
業尚需多練內功，以提質促增效。」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姜超則認為，本輪經濟短期

回穩主要體現為庫存周期，下游地產、汽車、家電庫存
均回升，上游煤炭庫存也出現回補。但從需求看，當前
地產銷量、發電耗煤增速均出現下滑，本輪庫存回補力
度有限，或制約未來經濟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內地媒體報
道，11月7日剛卸任財政部長一職的
樓繼偉，已走上新的崗位。24日，全
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官網顯示，樓
繼偉已接替謝旭人，出任理事長、黨
組成員。從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
長的履歷來看，在此前四任理事長當
中，除了戴相龍，其餘三位都曾擔任
財政部部長。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為國務院

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由國務院直接
領導，是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會保障
基金的獨立法人機構。主要職責包括
管理中央財政撥入的資金、減持或轉
持國有股所獲資金、劃入的股權資產
及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制定全國社
會保障基金的投資經營策略並組織實
施等。
近來年，養老金投資保值的呼聲越

來越高，國家也作出了養老金入市的
安排，並先後制定《全國社會保障基
金條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
管理辦法》等規章。去年8月，在國

新辦吹風會上，官方首次對外明確，全國社保基
金理事會為養老金入市的委託機構。

重要任務：處理養老金入市
自從官方有了養老金入市這一動議以來，一直

有人擔心，巨額養老金入市，怎樣保障資金安
全？一旦出現虧損怎麼辦？為此，《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等規章，設置了多道「防
火牆」，嚴格限定投資領域，權益類資產比重不
超過30%等。
此番由樓繼偉接替已69歲的謝旭人，出任全國
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不少業內人士對此評價
表示，由深諳市場之道的樓繼偉接任理事長，吻
合養老金市場化運營的大趨勢。
按照既定安排，養老金入市將於年底啟動。眼

下距離年底只剩1個多月。如何保證「養命錢」
安全？這將是樓繼偉履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
事長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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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中共福建省
第十屆委員會第一次全
體會議昨日選舉尤權為
省委書記，于偉國、倪
岳峰為省委副書記，當
選省委常委的還有張志
南、雷春美（女，畬
族）、王寧、陳冬、高
翔、劉學新、裴金佳、梁建勇、周聯清。中
共福建省第十屆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劉
學新為省紀委書記，陳善光、黃德安、黃漢
升、洪仕建為省紀委副書記。

尤權當選福建省委書記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天津濱海
新區政府日前會同天津市金融局、保監會天
津監管局聯合發佈《關於推動天津空港經濟
區保險產業園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這標
誌中國首個坐落在自貿區內的保險產業園
區正式落戶空港。今後，空港保險產業園將
重點從服務國家戰略、開展產品創新、加大
服務保障三方面發力，打造京津冀地區高品
質的保險產業園。

保險產業園落戶天津自貿區

撫遠至哈巴羅夫斯克臨時航線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撫遠－哈

巴羅夫斯克臨時國際包機航線日前正式開
通。該航線由俄羅斯雅庫特航空公司
RRJ95B機型執飛，航班號為SYL98878，每
周一、三、六執行3班。撫遠市地處黑龍
江、烏蘇里江交匯的三角地帶，東、北兩面
與俄羅斯隔黑龍江、烏蘇里江相望。

■樓繼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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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

局昨日發佈數據顯示，10月份，內地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16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9.8%，增速比9月份加快2.1個百分點。國家

統計局工業司工業效益處處長何平分析稱，10月份

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主要受銷售增長加快、價

格上漲以及化工、煤炭和通用設備等行業拉動明顯

等因素影響，企業效益向好態勢進一步穩固。

■內地10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圖為山東濰坊一家工廠發動機組裝車間。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7年度
國家公務員考試昨日開考，本次國考共有148.63萬人通
過報名資格審查，較去年增加9.17萬，最熱崗位競爭比
達「萬里挑一」，刷新歷史最高紀錄。

作弊者或永不錄用
據了解，今年國考共有12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
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單位計劃招錄2.7萬餘人，計
劃招錄人數與2016年持平。從報名的情況來看，共有
148.63萬人通過了用人單位的資格審查，較去年的
139.46萬人增加了9.17萬，同比增加6.58%。從招錄比
來看，在報考的考生中，平均55人競爭1個崗位。本次
國考，競爭最激烈的崗位為民盟中央辦公廳「接待處主
任科員及以下」一職，以「萬里挑一」的競爭比創下歷
史新高。
今次國考更加注重考生的「德行」。本次考試是新
版《公務員考試錄用違紀違規行為處理辦法》實施後
的首次國考。根據《辦法》規定，對有嚴重違紀違規

行為的報考者取消當次報考資格、不予
錄用，並記入公務員考試錄用誠信檔案
庫，視情形記錄5年或者長期記錄。報
考者如果有串通作弊或者參與有組織作
弊等特別嚴重的違紀違規行為，或將永
遠不允許進入公務員隊伍。另外，去年
11月 1日起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更是明確，包括公務員錄用考試在
內的法定國家考試中，組織實施考試作
弊的行為被列入刑事犯罪，其中情節嚴
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
處罰金。

多部門聯手嚴打高科技作弊
據了解，在今年的筆試中，主管部門

向各考點和考場選派了經驗豐富的監考老師，配備了身
份證識別儀、手機信號屏蔽儀、視頻監控等設備。此
外，還聯合中央網信辦、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

門，堅決查處利用網絡散發虛假信息、蓄意干擾和破壞
正常考試秩序的行為，嚴厲打擊高科技作弊和助考犯罪
活動，進一步淨化考試環境。

148萬人「拚殺」國考 平均55人爭1職

■■20172017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考筆試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招考筆試
昨日開考昨日開考。。圖為成都某考點考生走出考場圖為成都某考點考生走出考場。。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近年
來東北老工業基地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振興政策。然而，
人才流失的困境卻讓外界普遍擔憂，更有媒體報道稱，
東北每年人口流出多達100多萬。國家發改委近日回應
這一說法並不準確，發改委振興司司長周建平回應說：
「東北的人口問題沒有網上傳言的那麼嚴重。」根據第
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基本上，100
多萬的流出人口數量是近十年累計的總量。
另有來自金融機構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遼寧、

黑龍江的常住人口分別是4,382.4萬人和3,812萬人，只
比前一年分別下降了8.6萬人和21萬人。
雖然東北的人口流失問題並沒有傳聞中那樣嚴峻，但
是發改委還是表示擔心。周建平說：「要承認，10年
流失的100多萬人中，很多都是高層次、管理層的人

才。」

遭遇人口「低增長」困境
由於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東北老工業基地
企業設備和技術老化，競爭力下降，經濟發展步伐相對
緩慢。2016年上半年，吉林GDP增速為6.7%，黑龍江
為5.7%，遼寧則為負增長。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工業
企業已經處於生存線的邊緣。而人才的流失更讓企業雪
上加霜。
另一方面，東北人口問題還在遭遇「低增長」的困境。

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內地生育率為1.18，遼寧、吉林、
黑龍江分別只有0.74、0.76和0.75，遠低於全國水平。人
口流出，再加上超低生育率導致的青壯年人口比例下降，
成為東北振興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

東北人口10年流失100萬 高層次人才居多

香港文匯報訊 從湖北省政府獲悉，日前《湖北省南
水北調工程保護辦法》出台，明確自2017年1月1日
起，禁止擅自從南水北調工程取用水資源，在工程管理
範圍內危害工程安全、影響水環境品質、影響工程運行
等五類行為被禁止。
《辦法》規定，從南水北調工程取用水資源的，應當
依法辦理取水許可申請。在南水北調工程保護範圍邊線
外300米內、水庫大壩保護範圍外1,000米內實施爆
破、開採地下資源的，應當採取相應安全防護措施，確

保工程安全。

管理範圍內嚴禁五類行為
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在南水北調工程管理範圍

內，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下列危害南水北調工程的
行為：取土、採石、採砂、採礦、爆破、打井、鑽探、
開溝、挖塘、挖洞、建窯、考古、修墳、攔汊等危害工
程安全的行為；排水，排污入渠，棄置固體廢棄物、生
產和生活垃圾等影響水環境品質安全的行為；修建橋

樑、碼頭、廠房、倉庫、道路、渡口、涵閘、泵站、管
道、暗涵、纜線等與工程無關的建築物及設施；游泳、
捕撈、垂釣、洗滌、打場曬穀、在非社會通道上通行車
輛等影響工程運行的行為；其他危害工程安全、影響水
環境品質安全和工程運行的行為。
違反《辦法》，法律法規已有處罰規定的，從其規定；

造成南水北調工程損壞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南水北調工程管理範圍內從事
游泳、捕撈、垂釣、洗滌、打場曬穀或者在非社會通道上
通行車輛等影響工程運行的行為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節
嚴重的，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

湖北出台南水北調工程保護辦法

■尤權 中新社

■東北流失人口中，高層、管理層人才佔多數。圖為吉
林省長春市一場招聘活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