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譚 捷/譚月兒

2017年
2017
年 11
11月
月 15
15日
日（星期三
星期三）
）

經濟指標回落 統計局：在合理範圍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料明年保持平穩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最新
公佈的 10 月份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和零售

■10 月內地經濟指標回落
月內地經濟指標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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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人在山東一物流中心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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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節速遞包裹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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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額增速等主要指標均小幅回落，顯露經濟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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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象。其中，前十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降至







7.3%，創近 17 年來新低；10 月工業增加值增速較





平；當月零售額同比增長 10%，為近 8 個月來最










濟明年完全有可能保持平穩增長。

供給體系改善將激發需求
對於 10 月主要經濟運行指標下滑，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劉愛華表示，與上年同期或季度之間進行對比，當前的月度波
動都是在合理範圍內，波動的區間也比較小。劉愛華表示，目
前支持經濟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的因素在累積增多。供給方面，
先進的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代表的先進產能加快發展。低端
落後產能陸續退出。「供給體系的改善為下一步激發需求的潛
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在需求方面，劉愛華指出，隨着收入加快增長、消費環境政
策改革，消費完全有條件延續目前總量擴張、結構改善、質量
提升的加快發展態勢。在投資方面，今年以來，工業企業利潤
增長20%以上，企業投資能力增強。新開工計劃總投資和固定
資產投資到位資金等先行指標逐月加快，投資加快增長的條件
慢慢增多。至於外需，中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在逐步提高，有
利擴大出口。
對於明年經濟，劉愛華表示，不能就增速談增速。中國經濟
發展已經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
量發展內涵非常豐富，不僅僅局限於增速的變化，更多地擴展
到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調整的推進、新舊動能轉換的程度、
發展方式的變化、總體質量效益的提高及生態發展等。中國經
濟中長期發展的前景和潛力都有非常堅實的基礎，明年經濟保
持穩中向好的態勢是完全有可能、有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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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證券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諸建
芳指出，從投資看，目前採礦業、製造
業投資持續下跌，但隨着全球需求回
暖，工業品價格上漲，採礦業和製造
業等周期性行業投資回暖也將蓄勢待
發，未來一年固定投資數據不悲觀。

「嬰兒潮」人口適齡購房
至於房地產投資，諸建芳預計，未
來房地產投資回落幅度較小，對宏觀
經濟負面影響有限。未來 3 至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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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未來消費的有利因素有三。第
一，2017 年居民收入增速的反彈將會
拉動 2018 年的消費增速逐漸回升。第
二，房地產銷售增速與消費增速在一
定程度上此消彼長，尤其是可選消費
品，隨着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居民
的投機性購房行為的削弱，房地產銷
售增速自 2016 年 4 月開始回落，利好
可選消費品。第三， 預計未來消費者
物價指數將迎來趨勢性反彈，會促進
消費增長。

   





































 

10 月主要經濟指標
指標

同比增速（%）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服務業生產指數

環比（個百分點）

6.2

- 0.4

8

-0.3

固定資產投資

7.3（累計）

-0.2

房地產開發投資

7.8（累計）

-0.3

商品房銷售面積

8.2（累計）

-2.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0

-0.3

消費者物價指數

1.9

0.3

10.2

-3.4

進出口總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經濟轉型就業勢頭良好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經濟學家章俊
指出，中國經濟前三季度錄得 6.9%的
超預期增長，即使四季度放緩至 6.6%
至 6.7% ， 全 年 增 長 也 應 在 6.8% 左
右，大幅超越年初設定的 6.5%的增長
目標，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年內增長層

在專業人才方面，深圳對專業人才一直
吸引力很大，但生活成本高是影響人才留
深的主要原因。課題組2016年第二季度人
力資源市場抽樣調查顯示，「生活成本或
房價太高」和「不打算長期留在深圳」是
這類受訪者不考慮留深的主要原因。該季
度的受訪專業人才中，只有 17.7%有自有
住房，57.40%在租房（不含廉租房），只
有 4.65%享受到廉租房，13.66%由單位提
供住房。課題組通過調查交流認為，過高
的房價會造成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的流
失，其影響不容忽視。

位，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
旨。要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持之
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確保我們黨作為
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始終同人民想在一
起、幹在一起。
文章最後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二卷，既是學習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脈絡和思想精髓的
窗口，也是學習宣傳貫徹十九大精神的
重要遵循。廣東全省各級黨組織和廣大
黨員幹部要按照省委通知要求，扎扎實
實把學深悟透用好，引領廣東在新起點
上再創新局。

面無憂。
章俊預計，明年經濟增速可能會回
落至 6.5%左右，但在整體經濟向消費
和服務業轉型過程中，就業勢頭良
好，加上目前來看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到 2020 年翻一番的目標也沒有太多懸
念，宏觀政策基調暫時看不到調整的
必要。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
美公佈對華膠合板雙反調查終裁

近六成專業人才要租房

南方日報：全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論的主題和中心地
位，緊緊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總任務，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建設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精髓要義，就是要扎實貫徹「八個
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基本方略，把
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
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實踐貫通起來，全
面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把握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
就是要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



%



樓價急漲 削弱深圳就業吸引力
佈。報告稱，區域競爭明顯影響深圳的
用工環境優勢。近年來，中西部省份經
濟加快發展，對勞動力需求急劇增長，
吸納了不少當地勞動力就近就業；創業
扶持政策力度加大，也吸引了大量外來
務工人員選擇返鄉創業；在工資水平方
面，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的差距也在
逐漸縮小。儘管深圳市已連續上調最低
工資標準，但由於經濟發達、消費水平
較高，實際工資福利水平與內地城市相
比已無明顯優勢。特別是 2015 年以來的
房價大幅上漲，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深圳市的就業吸引力，加快了勞動力向
市外流出的速度。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仍然保持
穩定增長，較高的人口城市化率增長
  
速度和第三次「嬰兒潮」人口進入購
 

房適齡人口，都有利於保持未來幾年
房地產市場剛性需求的穩定增長。
   
 
2017 年以來，持續回升的土地購置
面積增速，就充分說明開發商對於
未來幾年的房地產投資仍抱樂觀態
投資消費等有望逐步回升，進而確保
%
%   

度。
明年平穩增長無憂。宏觀政策方面，

  
在消費方面，諸建芳認為，短期房
專家預計，暫時不必為穩增長加大政

           
策力度，宏觀政策仍以促改革、防風 地產相關商品和汽車對消費造成壓


力，未來一年消費增速將逐步回升，
險為主要目標。

香港文匯
報
（記者
訊 

  
海巖 北京報
 月中國主要經濟指標下滑顯示
道）10

經濟走弱。經濟學家對此預計，今年


第四季度經濟增長將繼續下行，但增
  
長韌性仍在，明年經濟形勢不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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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扣新的時
代條件和實踐要求的重大思想成果。南方
日報昨日刊發的評論員文章稱，把握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
義，就是要透過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論述
來深刻認識這一創新理論的科學性、時代
性、實踐性，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
法，廓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
歷史方位，全面理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
變化和要求，用於指導全黨全國人民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文章指，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就是要深刻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日前在京發佈的《深圳勞動關係發展報告
（2017）》指出，雖然深圳一直是專業人
才理想的就業城市，但近年來高昂的生活
成本成為阻礙人才留深的主要原因，特別
是 2015 年以來的房價大幅上漲，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深圳市的就業吸引力，加
快了勞動力向市外流出的速度。報告援
引一項調查顯示，深圳專業人才中，只
有 17.7% 有 自 有 住 房 ， 57.40% 在 租 房
（不含廉租房）。
該報告由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深圳市
■2015 年以來深圳房價大幅上漲，高昂的生
活成本成為削弱人才留深的主要因素。圖為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深圳市總工會
民正在參觀深圳一個樓房銷售處。 資料圖片 和 深 圳 大 學 及 社 科 文 獻 出 版 社 共 同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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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基調暫無調整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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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6.2%，增幅低於
數據顯示，10
9 月份的 6.6%，符合市場預期，卻是今年以來次低。國

香港文匯報訊 「謀劃和推進黨和國家各
項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和準確判斷當前世
情國情黨情」「要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
實踐、國內和國際等的結合上進行思考，
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上來思考，從
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局出發進行思考」
「牢牢把握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牢牢
把握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提出新
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舉措」……《習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裡的一系列重要
論斷，充分揭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是堅持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





統計局昨日表示，數據波動在合理範圍內，中國經

在投資方面，1-10 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7.3%，較 1-9
月份的 7.5%增速放緩，創 1999 年 12 月以來新低。其中，房地
產投資放緩，是拖累整體投資減速的主要原因。1-10 月全國房
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名義增長 7.8%，增速比 1-9 月回落 0.3 個百
分點。
在限購令下樓市成交繼續冷卻，商品房銷售繼續下滑。1-10
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 8.2%，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2.1
個百分點。研究機構根據統計局數據測算，10月商品房銷售面
積同比降幅從9月的-2%擴大至-6%。
消費增速也穩中趨緩，10 月零售額同比增長 10.0%，低於 9
月的10.3%，是八個月來的最低水平，也低於市場預期。








來首次跌至個位數。對於經濟指標普遍回落，國家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創新低





低；商品房銷售面積累計增速降至 8.2%，為近年

家統計局分析，今年「十．一」長假導致工作日同比減少一
天，是影響工業增幅略緩的短期因素。總體看，工業經濟運行
保持平穩向好的態勢。市場分析則認為，政府治理污染和北方
一些工廠臨時性停工，也是導致工業增速放緩的重要原因。







上月回落 0.4 個百分點至 6.2%，為今年以來次低水





■膠合板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商務
部於美東時間 13 日公佈對
華膠合板產品反傾銷與反補
貼調查最終裁定，裁定中國
企業傾銷幅度為 183.36%；
補 貼 幅 度 為 22.98% 至
194.90%。商務部貿易救濟
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發表
談話。
據央視新聞報道，王賀軍
表示，在反傾銷調查中，美
國商務部罔顧世貿組織義務
和承諾，繼續適用歧視性的
「替代國」做法；拒絕考慮
企業提交的大量證據材料，
完全歪曲企業實際生產流
程，在終裁中不合理地大幅
度提高了中國企業傾銷幅
度。在反補貼調查中，美方
無視世貿組織有關規則和裁
決，人為構造出低價提供原
材料、出口買方信貸等補貼項目並裁出較
高補貼幅度。美方的不合理做法和裁決將
嚴重阻礙中國膠合板對美出口，損害中國
企業利益，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王賀軍強調，在特朗普總統訪華期間，
兩國元首達成了將繼續致力於互利共贏的
中美經貿合作的廣泛共識。中方希望美方
切實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根據世貿組織規
則公平、公正地開展調查，通過對話和協
商妥善管控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