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3
時 10 分，中
國在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用長
征二號丁運載
火箭，成功將
陸地勘查衛星
三號發射升
空，衛星進入
預定軌道。這
是長征系列運
載火箭第263

次飛行，該衛星主
要用於開展陸地資
源遙感勘查。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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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北
京報道）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
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出席論壇時介
紹，當前中國產需穩定、就業向
好，去年農業實現豐收，為歷史上
第二個高產年。他透露，當前國家
統計局正在與院校合作，加大微觀
數據統計的開發與研究。
寧吉喆介紹，當前統計局尚在對

去年數據進行調查、匯集和生產
中。通過 2017 年 1月至月 11月及
少數 12月數據來看，當前中國宏
觀經濟產需總體穩定，就業持續向
好，結構不斷優化，國民經濟穩中
有進，穩中向好，好於預期。

糧產量創歷史第二高
去年全國糧食產量達 1.2348 兆

斤，比上年略增 33億斤，為歷史
第二個高產年，其中玉米產量有所
下降，稻穀、小麥和其他糧食作物
略有增長。寧吉喆指出，這體現了
農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同時，1月
至 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長 6.6%，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
增長 8.2%。「農業和工業、服務
業穩中有進，奠定了全國經濟穩中
有進的基礎。」寧吉喆說。
寧吉喆介紹，2017 年經濟效益

明顯提升，市場預期繼續向好，
國際收支和金融形勢穩定向好。
最新數據顯示，去年 12月，製造
業PMI為51.6%，達到全年平均水
平，今年以來，持續處於擴張區
間，服務業 PMI 為 55%，上升了
0.2%。

超額完成煤鋼去產能
他表示，國民經濟穩中有進還體

現在消費增長加快，投資增速趨
穩，消費在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
投資在優化供給體系中的關鍵性作
用得到發揮。同時，就業形勢良
好、物價漲幅有所回落；結構性改
革不斷深化，鋼鐵、煤炭去產能的
年度目標已經超額完成，1.4億噸地
條鋼產能出清，關停落後煤電基礎
任務已完成。降成本方面，國務院
提出的全年企業降成本1兆元人民
幣的目標已經完成。
寧吉喆透露，當前國家統計局正

在與院校合作，開發微觀數據，在
保證公民個人隱私和企業商業秘密
的前提下，對微觀數據進行匿名化
處理，供學者學術研究使用，而不
以商業目的使用。他表示，數字研
究應變成實證研究，提高數據分析
研究水平，國家統計局也正在努力
公佈更多數據以迎接大數據時代的
到來。

專家：地方債風險源於體制層面
京辦資本市場論壇 聚焦股債市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北京報道）1月13日，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中國資本市場論壇在京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

國資本市場：股市與債市的協調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出席並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地方債問題是當前

金融風險的重要源頭之一。中國地方債的風險源頭不在於政策層面，而在於體制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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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發展迅猛 華躋世界第二梯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全球海洋科技創新指數報告
（2017）》（下稱《報告》）昨日
在青島發佈。《報告》顯示，中國
已躋身世界海洋科技創新產出和創
新應用強國，中國海洋科技發展迅
速，由全球相關領域的第三梯隊成
功躍升至第二梯隊。
該份《報告》由試點運行的青島
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簡稱
「海洋國家實驗室」）等單位聯合

編制，報告主要內容包括指數評價
結果、分項指數分析等。《報告》
基於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創新應
用及創新環境四個維度，對全球25
個樣本國家的海洋科技創新情況進
行指數評價。指數評價結果顯示，
中國在創新產出和創新應用優勢明
顯，與位列創新指數排名前十的美
國、英國、法國及德國均屬於創新
產出和應用實力強國。
《報告》指出，儘管受制於人口

基數表現不佳，中國經濟發展呈現
出高度依賴海洋的開放型特點，較
發達經濟體擁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未來中國將持續保持增長態勢，為
全球海洋經濟與海洋科技的發展注
入活力。
海洋國家實驗室主任吳立新表

示，建設完善中國海洋科技創新體
系，提升海洋科技創新能力，是中
國新時期建設海洋強國和推進「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時代要求。

克羅地亞跨海橋
華企聯合體中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克羅地亞

公路公司於當地時間12日宣佈，由中國路
橋公司牽頭的中國企業聯合體成功競得該
國佩列沙茨跨海大橋和連接線一期工程項
目。
據了解，佩列沙茨大橋預估造價超過4億

歐元（約合37.7億港元），是克羅地亞獨
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略性基建項目。
這一項目於2016年開始資格預審，去年進
入報價投標階段，吸引了來自多國的世界知
名承包商投標。該項目承諾工期3年，完成後
將成為中企在克羅地亞承攬的最大項目。

涉毀中國駐日使館設施
2右翼團體成員移送檢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引述日本共同

社報道，東京警視廳公安部於當地時間
12日以涉嫌破壞中國駐日大使館相關設
施，違反《暴力行為等處罰法》（損壞器
物）為由，將埼玉市2名右翼團體「救國
政治聯盟」成員的資料移送檢方。
報道稱，去年 8月 27 日下午 1點左

右，2名疑犯與同一團體多名成員進行所
謂「抗議活動」，要求「停止侵犯領海
空」等。上述2人向中國使館教育處職
員呼喊「出來」，並搖晃電動門使其脫
軌造成損壞。

常萬全晤緬海軍司令
推動兩軍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
報道，昨日上午，國務委員兼
國防部長常萬全在北京八一大
樓會見來訪的緬甸海軍司令丁
昂山。
常萬全說，中緬兩國胞波情
深。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和貴
國領導人多次會面，就發展兩
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達成
許多重要共識，為兩國兩軍關
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尊重
緬甸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支
持緬甸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

道路。當前，中緬兩軍關係處
於歷史最好水平，中方願同緬
方一道，繼續加強戰略溝通，
不斷深化務實合作，共同維護
邊境穩定，推動包括兩國海軍
在內的兩軍各領域交流合作不
斷取得更大發展。
丁昂山說，緬中兩國是山

水相連的友好鄰邦，緬方高
度珍視緬中友好關係，願與
中方一道加強務實合作，豐
富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內涵。

■■《《報告報告》》顯示顯示，，中國海洋科技發展迅速中國海洋科技發展迅速。。圖為圖為
中國建造的首座海上移動式試採平台中國建造的首座海上移動式試採平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第第2222屆中國資本市場論屆中國資本市場論
壇昨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壇昨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舉辦舉辦，，本屆中國資本市場論本屆中國資本市場論
壇聚焦壇聚焦「「股市與債市的協調股市與債市的協調
發展發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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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在論壇上指出，當前中央與
地方財政關係改革尚不理想，包

括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在內，
當前中國的地方政府「沒有一個不依賴
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過日子」，其根本
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尚未建立健全的財政
收支體系，而該體系只能通過體制改革
加以解決。
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已對下一步財政
體制改革作出部署，但高培勇指出，從
2013年以來該方面進展不如人意。在財
稅體制改革的三大系列改革當中，預
算、稅制都有了明顯的進展，但是中央
和地方財政關係改革方面，僅有兩個過
渡性方案，且並沒有延伸至財政以外的

事權和支出責任，因此涉及中央與地方
財政關係改革的方案實施均不理想。

華融看好後市 壞賬穩中求緩
高培勇表示，在不久前閉幕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講到了近3年工作的主題是
三大攻堅戰，列在首位的是防範化解重
大風險，應當承認地方債問題是當前金
融風險的重要源頭之一。「對於目前地
方債的防範和規範性措施，它是治標而
不治本的。」他進一步分析指，防範化
解表現在地方債務上的風險還得跳出政
策層面的視野局限而延伸到體制層。事
實上地方債的風險源頭不在於政策層
面，而在於體制層面。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賴小民，則在論壇中表示對中國的不
良資產市場充滿信心，未來中國不良貸
款比例將穩中求緩，隨着中國市場容量
變大，未來不良資本市場將可能出現新
情況，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資
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防止國有
資產流失等將是資產管理公司改革發展
未來的走勢。
賴小民指出，經歷了前十年處置不良

資產的第一階段和2009年至今的市場化
徹底轉型的第二階段，在中共十九大以
後，具備良好盈利能力的中國四大資產
管理公司將迎來高質量發展的第三階
段，大力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他認

為，從近年來中國不良貸款比例在全球
偏低的數據來看，未來中國資本管理市
場中，不良貸款比例將穩中求緩。隨着
未來市場容量繼續增大，不良資產市場
將出現新情況，這就要求資產管理公司
加強對市場中資本金、融資和資產市場
價格的關注。
「我對中國的不良資產（管理）市

場充滿信心，對於中國的股市、債市
和資管市場充滿信心，對中國經濟的
發展充滿信心。」賴小民說，儘管當
前中國資本市場仍存在許多問題、風
險和困難，但通過發展深化改革和創
新轉型升級，「只要我們思想不滑
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