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互聯網業景氣度攀升 啟新一輪上市潮

上半年CPI同比漲2% 通脹溫和
PPI創新高撐企業利潤 為貿易戰提供更大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內地6月CPI（Con-

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漲

幅略擴大至1.9%，PPI（Producer Price Index，

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漲幅超預期升至

4.7%，創今年以來新高。專家表示，中美貿易戰

對國內物價影響有限，在食品價格保持低位、貨

幣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下，通脹整體保持溫和態

勢，預計全年CPI漲幅在2%左右，遠低於3%的

通脹控制目標，同時PPI上漲有利於工業利潤增

長，為中國應對貿易戰提供更大政策空間。

數據顯示，2018 年 6月CPI 同比上漲
1.9%，較上月的1.8%略有反彈，連續

三個月低於2%；環比下降0.1%，連續四個
月負增長；1至6月CPI同比上漲2%。

食品價格拉低CPI上漲
從環比看，食品價格是影響CPI下降的主

要因素，夏季鮮果和鮮菜上市旺季，價格
分別環比下降6.7%和1.8%，合計影響CPI
下降約0.16個百分點。
從同比看，非食品價格上漲是拉動CPI同

比增速的主要因素。其中，醫療保健類價
格上漲最大，同比漲幅達5%，教育服務
類、交通和通信類、居住類價格也上漲較
快。
在PPI方面，6月PPI同比上漲4.7%，漲

幅比上月擴大0.6個百分點，為今年上半年
的最高水平；1至6月PPI同比上漲3.9%。
從行業來看，漲幅擴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氣
開採業、石油煤炭及其它燃料加工業、黑

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
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
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合計影響PPI同比
漲幅擴大約0.49個百分點。

不擔憂PPI向CPI傳導
展望未來物價走勢，興業證券首席宏觀

分析師王涵預計，通脹短期仍將保持溫
和。儘管非食品價格整體有所回升，但食
品價格不足以支撐CPI較大漲幅，尤其是豬
肉價格低迷，從高頻數據看，5月下旬外三
元（引進國外的雜交品種）生豬價格環比
漲幅達10%但之後快速回落，6月下旬環比
再次回到負值區間，顯示豬肉價格短期不
會明顯回升。
在工業品價格方面，王涵指出，近期環

保政策力度上升可能帶動一些工業品下半
年價格上漲，貿易戰繼續發酵、地緣政治
風險可能導致油價繼續上漲，帶動PPI上
漲，但去年同期基數明顯抬升，導致下半

年基數效應減小，兩方面影響抵消預計PPI
同比下半年保持小幅上漲，有利於支撐工
業企業利潤增長。同時PPI生產資料環比漲
幅連續兩個月接近0，意味着不必擔憂PPI
向CPI的傳導，維持整體溫和通脹的趨勢。

貿易戰對通脹抬升有限
至於中美貿易戰，專家認為，中國對美

反制關稅措施的主要目標是農產品和汽
車，這類商品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中國
對部分亞太貿易協定國家下調大豆進口稅
至零，進而可能替代對美進口大豆，國產
車和歐系日系進口車降低關稅也將對美系
進口車產生替代，使得貿易戰對國內通脹
抬升影響短期有限。
彭博經濟學家陳世淵表示，受油價上漲

的提振，PPI漲幅超預期，對整體經濟是一
個利好因素，對工業企業利潤和償債能力
構成支撐，與此同時，通脹溫和，為央行
在貿易戰中提供更大政策迴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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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成功將「巴
遙一號」和一顆科學實驗衛星送入預定軌道後的
24小時內，中國於昨日凌晨再次完成一顆北斗二
號衛星的發射。
昨日4時58分，中國在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32顆北斗
導航衛星。該顆北斗衛星屬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
星，衛星入軌並完成在軌測試後，將接入北斗衛
星導航系統，為用戶提供更可靠服務。
這是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280次航天飛

行。今年5月，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
任冉承其在第九屆中國衛星導航學術年會上透
露，中國未來兩年內將發射兩顆北斗二號備份衛
星，確保北斗二號系統服務性能穩中有升。

中國成功發射
一顆北斗二號衛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昨日發佈2018年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首次躋身最具創新力經
濟體20強，排名第17位。
報告顯示，與2017年相比，中國從第22位連

進5名，保持穩步提升勢頭。瑞士、荷蘭和瑞典
繼續位列前三，英國上升1位、排名第4位，美
國則從第4位滑落到第6位。
在核心創新投入和產出方面，雖然美國仍排名

首位，但在研究人員、專利和科技出版物數量等
方面位列第二，居中國之後。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說，

中國的快速提升反映出其領導層設定的戰略方
向，即發展世界級創新能力並使經濟結構向知識
密集型產業轉型，這些產業更依賴創新來保持競
爭力。他認為，這標誌着創新多極化的到來。
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對全球126個經濟體的創

新能力進行了量化評估，評估指標包括知識產權
申請、移動應用創新、教育支出和科技出版物等
80項。

全球最具創新力經濟體
中國首次躋身20強

■昨日中國成功發射了一顆北斗二號衛星。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第四屆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論壇昨
日在京舉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在論
壇上發佈了《2018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發
展態勢暨景氣指數報告》。報告顯示，
中國互聯網行業持續快速發展，景氣指
數再攀新高，互聯網行業與實體經濟協
調發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此外，互聯
網行業正在迎來新一輪上市浪潮。

法律體系頂層架構基本形成
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行業仍處於快

速發展階段，2017年第三季度至2018年
第二季度景氣指數持續攀升。報告認
為，影響中國互聯網景氣指數持續走高
的原因主要包括網絡速率邁入20M時

代，信息消費蓬勃發展；互聯網與經濟
社會各領域融合創新不斷深化，智能零
售、電子競技、產能共享等新熱點持續
湧現；行業生態加速重構，互聯網企業
國際化拓展取得積極成效，投融資持續
活躍；互聯網行業發展的法律體系頂層
架構基本形成等。
報告還關注到，互聯網企業的新一輪上

市潮正在開啟。2017年以來，已有包括文
體娛樂、互聯網金融、數字內容等眾多領
域的22家互聯網企業進行了IPO，成為2014
年以來又一次大規模的集中上市期。近期，
小米科技、滴滴出行、美團點評等超級獨
角獸企業陸續登陸資本市場。

盲目追求概念過分注重規模

報告認為，隨着互聯網企業在多地陸
續上市，市場上相關企業的稀缺性得到
緩解，有望逐漸抹平企業的市場定價
差。不過，當前中國互聯網行業在各級
資本市場中仍存在盲目追求概念、過分
注重規模、大量資金空轉、資本高位套
現等問題，大量企業上市有可能進一步
加劇只注重資本套利卻不注重創新發展
的脫實向虛現象，所以仍需要企業和市
場不斷努力，積極推動股指趨於理性，
從而篩選出真正具有投資價值和發展潛
力的企業。
據了解，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自2015

年起連續4年發佈互聯網行業發展景氣
指數，該指數已成為業內觀測互聯網行
業發展狀況的「晴雨表」。

■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行業持續快速發
展，景氣指數再攀新高。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由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
究所、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的
《中國教育新業態發展報告
（2017）》顯示，當前，有近一半的
內地中小學階段學生參與校外培訓，
其中一線城市學生的人均校外培訓支
出達7,781元（人民幣，下同，約合
港幣9,201元）/年，而根據各層級在
校生的規模估計，全國校外培訓行業
總體規模達到4,900多億元。
根據報告的調研數據，內地中小

學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總體參與率
為48.3%（參加學科補習或興趣擴
展類培訓），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
平均支出約為5,616元。從家庭背
景來看，不管是學科補習還是興趣
拓展類培訓，隨着家庭經濟實力的
增強，學生的校外培訓參與率均隨
之上升。同樣，隨着父母學歷的提
高，學生校外培訓的參與率也隨之
上升。農村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支
出為419元/年，城市學生平均校
外培訓支出達3,710元/年，為農村
學生的近9倍。
不同類型的城鎮之間也存在較大的

差異。一線城市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
支出達7,781元/年，二線城市為4,863
元/年，其他縣市僅為2,395元/年，
不足一線城市的1/3。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

所所長王蓉指出，公共財政無法彌
補家庭對孩子教育的投入，在家長
自主選擇教育投入時，公共政策如
何更好發揮教育公平是需要進一步
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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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昨日，自然資源部召開發佈會，公佈
2017年內地礦產資源儲量的最新數據
情況。2017年內地能源礦產儲量多數
增長，頁岩氣增幅較大，石油和天然
氣增長緩慢，煤層氣下降。
經國務院批准，2017年天然氣水合

物被列為新礦種，使得到2017年底內
地已發現礦產種類達到了173種。按
礦種大類分，目前有能源礦產13種，
金屬礦產59種，非金屬礦產95種，
水氣礦產6種。

自然資源部礦產資源保護監督工作
小組召集人鞠建華介紹，2017年，內
地煤炭查明資源儲量增長4.3％，石
油、天然氣和頁岩氣剩餘技術可採儲
量分別增長1.2％、1.6％、62.0％，
而煤層氣則下降了9.5％。但石油、
天然氣和煤層氣勘查新增探明地質儲
量則呈現下降趨勢，石油從2012年的
15.22億噸降至8.77億噸，天然氣從
9,610億立方米降至5,554億立方米，
煤層氣從1,274億立方米降至105億
立方米。

在金屬礦產方面，查明資源儲量普
遍增長，黑色金屬礦產增幅不一，有
色金屬礦產小幅增長，貴金屬礦產增
幅較大。非金屬礦產中，螢石和石墨
查明資源儲量增幅較大，而鉀鹽則持
續下降，硫鐵礦和磷礦查明資源儲量
均有增長。
值得關注的是，過去5年，內地新能

源和新興產業所需戰略性礦產資源儲量
增長迅速，最具代表性的是頁岩氣，實
現了儲量從無到有，到目前為止累計探
明地質儲量已超過萬億立方米。

自然資源部：查明頁岩氣可採儲量增長

昨日清晨，
遼寧艦在濛
濛細雨中接
替國產航母
入塢維修，
中國兩大航
母首次在大
連造船廠內
同向並列，
呈現出氣勢

恢弘的「雙艦合
璧」。早前暫離碼
頭的 88艦，當日
中午亦回到遼寧艦
原泊位待命。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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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鮮果和鮮菜上市，影響CPI下降約0.16個百分點。圖為昨日廣西南
寧民眾在超市選購蔬菜。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