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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CPI 重返「2時代」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暑假出行高峰令環比轉升 專家稱通脹仍溫和有助穩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
局昨日公佈，7 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
比上漲 2.1%，略高於市場預期，為二季度以來首超
2%（4、5、6 三個月均在 2%以下）。專家表示，
面對貿易戰加劇和去槓桿風險，疊加經濟景氣度有
所下滑，但當前通脹形勢依然溫和，為「穩經濟」
提供了政策空間。另據數據顯示，7 月 CPI 環比由降
轉升，上漲 0.3%，結束連續四個月環比負增長。專
家分析，暑假出行高峰是 CPI 環比上漲主因。
環比上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表示，CPI
漲，主要受非食品價格上漲影響。暑假出行高峰需求增



加，飛機票、旅遊和賓館住宿價格分別上漲 14.5%、7.9%和
2.2%，三項合計影響 CPI 上漲約 0.19 個百分點。 另外，食品
價格環比亦由降轉升，上漲 0.1%。其中，豬肉價格上漲
2.9%，漲幅比上月擴大 1.8 個百分點；部分地區天氣炎熱、雨
水偏多，不利於蔬菜的生產和儲運，鮮菜價格上漲1.7%。




































3R

■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內地7月份CPI同比上漲2.1%。圖為山西太原市民在超市選購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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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漲幅料加速回落 上游價格上漲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受主要大宗價格商品回落等
影響，7 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漲幅有所回落，同比和環比
分別上漲 4.6%和 0.1%，比上月分別
回落 0.1 個和 0.2 個百分點，為近五月
來同比漲幅首次收窄。專家預計，
PPI 年內高點已過， 未 來 幾 個 月 的
PPI 同比漲幅將逐步回落並有加速的
趨勢。
從環比看，生產資料價格漲幅回落

較大。主要行業中，石油和天然氣開
採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漲
幅回落 3.2 個和 0.6 個百分點；有色金
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
學製品製造業環比由升轉降。

伊核問題或引國際油價波動
從同比看，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
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
業漲幅回落較明顯，合計影響 PPI 同
比漲幅回落 0.31 個百分點。石油和

完善標準體系 提升自主創新
《意見》着眼於解決當前核電標準化工
作中面臨的標準體系不完善、實施應用不
理想、國際認可度和影響力不夠等突出問
題，提出了五類共11項重點任務：
一是優化完善核電標準體系。加快推進
核島機械設備標準技術路線統一，加強標
準制修訂工作，建立能源行業核電標準動

態管理機制，提高標準質量。二是推動核
電標準廣泛應用。完善與核安全相關標準
的認可制度，優化實施反饋機制，實現標
準實施－反饋－提升的良性循環。三是擴
大核電標準國際影響。推動與核電貿易國
建立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加強與核電強
國的標準技術交流與合作，推動標準互
認、標準共建及技術交流等合作。四是強
化核電標準能力建設。建立核電標準信息
化工作平台，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支撐核
電標準長遠發展。五是提升標準自主創新
水平。全面開展標準化科研，加強科研成
果轉化，適時將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為標
準。
《意見》同時明確了建立機制、政府引
導、企業配套、資金支持等組織落實措
施。

■大型地震工程模擬研究設
施將落戶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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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程、超長隧道、海底管線、海上風
電、海上平台、大型核電等重大工程越來
越多。這些重大工程的抗震安全對大型地
震工程模擬研究設施提出迫切需求。

助提升工程結構抗震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
研究所名譽所長謝禮立研究員說，工程結
構的失效和倒塌是造成地震中人員傷亡、
財產損失和發展受阻的最重要原因，搞清

工程結構的抗震薄弱環節，提升其抵禦地
震破壞的能力是最根本措施。大型地震工
程模擬研究設施的建設可望對中國工程科
技進步作出重要貢獻，為確保重大工程安
全發揮重要作用。
地震模擬振動台是開展抗震模擬研究的
有效試驗平台。目前國內外已有的地震模
擬振動台由於規模較小或實驗功能單一
（不能同時模擬地震與其他多種災害荷載
的作用），已經不能滿足一旦地震時確保
工程安全和正常服役的需要。
天津大學牽頭建設的大型地震工程模擬
研究設施將建設尺寸和載重量更大的地震
模擬振動台、能同時模擬地震與水下波流
耦合作用的振動台台陣試驗裝置。該設施
建成後，可大幅提升中國工程技術領域的
創新能力和水平。
據項目首席科學家、天津大學校長鐘
登華院士介紹，該設施建設內容主要包
括三大系統：地震工程模擬試驗系統、
高性能計算與智能仿真系統、試驗配套
與共享系統，其建設涉及眾多領域和多
學科交叉。

天然氣開採業與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業同比漲幅依然較大，分
別上漲 42.1%和 24.6%。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
析，當前國際大宗商品缺乏持續上漲
動力，不會帶來明顯的輸入性通脹抬
升 PPI。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工業
需求不會大幅走強，需求拉動 PPI 大
幅上升的可能性較小。影響 PPI 的最
大不確定性因素是國際油價，如果
未來伊核問題進一步發酵，可能會

國際軍事海上登陸賽 中國隊奪團體冠軍

《意見》明確，到 2019 年，形成自主統
一的、與我國核電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核電
標準體系；到 2022 年，國內自主核電項目
採用自主核電標準的比例大幅提高，我國
核電標準的國際影響力和認可度顯著提
升；到 2027 年，躋身核電標準化強國前
列，在國際核電標準化領域發揮引領作
用。

大型地震工程模擬研究設施將落戶天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天津大
學牽頭建設的一大型地震工程模擬研究設
施近日由國家發改委批覆立項，該設施將
建設在天津大學北洋園校區內，總建築面
積 7.7 萬平方米，建設周期 5 年。其建成
後將有利於從減少地震災害損失向減輕地
震災害風險轉變，全面提升抵禦自然災害
的綜合防範能力。
伴隨着人類科技進步和日益增長的社會
需求，高層建築、跨海大橋、大型水利水











國務院：2027年躋身核電標準化強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辦
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加強核電標準化工作
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部
署進一步加強中國核電標準化工作。《意
見》明確，到 2027 年，躋身核電標準化強
國前列，在國際核電標準化領域發揮引領
作用。
《意見》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
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立
足我國核電長遠發展，堅持標準自主化與
國際化相結合，凝聚共識，自主創新，加
快建設一套自主、統一、協調、先進、與
我國核電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核電標準體
系，充分發揮標準的規範、引領和支撐作
用，推動核電技術和裝備進步，促進我國
核電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年內通脹壓力不大
海通證券宏觀分析師姜超認為，7 月以來，豬價、菜價持續
反彈，鋼價創年內新高，這背後存在季節性以及供給約束的原
因，但當前整體背景仍是經濟承壓、消費走弱，而政策上去槓
桿的大方向也並未轉變，這意味着總需求仍將趨於回落，制約
通脹上行力度，近期貿易摩擦和匯率貶值也帶來漲價擔憂，實
際影響尚待觀察，整體上，年內通脹壓力不大。
短期看，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預計，未來豬肉、糧食價
格仍有上漲潛力，疊加原油價格維持高位，CPI 可能仍有上升
空間。一方面，小麥等糧食減產疊加人民幣匯率貶值，進口成
本抬高，再加上今年糧食減產和庫存核查，帶動糧食價格上
漲。另一方面，旺季豬肉價格亦存上漲空間。









非食品價格上漲較大
同比來看，依然是非食品價格對 CPI 漲幅貢獻最多。其中汽
油和柴油價格上漲 22.7%和 25.1%，影響 CPI 上漲約 0.42 個百
分點；醫療保健、旅遊、教育服務和居住等四項價格合計影響
CPI 上漲約 1.16 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中，此前拖累 CPI 漲幅的
豬肉價格同比下降9.6%，降幅繼續收窄，影響CPI下降約0.24
個百分點。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CPI 主要受服務業
價格上漲的帶動，包括交通旅遊等，這與暑假高峰出遊以及醫
療價格改革、消費升級後相應服務價格上漲等有關，亦體現了
人力成本的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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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
報道）昨日上午，經過兩日的角逐，
在「國際軍事比賽—2018 海上登陸接
力賽」中，中國隊以 1 小時 08 分 56 秒
的成績奪得接力賽團體第一名，俄羅
斯、委內瑞拉參賽隊分獲團體亞軍及
季軍。至此，此次海上登陸賽全部比
賽項目結束。

隊員配合默契 兩棲戰車亮眼

接力賽賽道總長約 8 公里，其中水
上約 1 公里。賽道包含了瀕海的砂石
路段、沙土路段、水上路段等，共設
置了射擊區、反坦克壕、模擬登陸艦
等 15 個模擬實戰障礙物。參賽隊需依
次接力完成 8 公里地段駕駛、通過障
礙及車載武器射擊等比賽課目。每個
參賽隊派出一個陸戰排 3 個車組，每
個車組由車長、駕駛員、炮長各 1 人
組成，駕駛中方提供的 05 式兩棲裝甲
步兵戰車完成障礙水上駕駛、車載火
炮和機槍射擊等競賽內容。

■參賽隊在起點集結
參賽隊在起點集結。
。

引起國際油價較大波動，需要持續
關注。預計三季度 PPI 可能在相對高
位盤整，四季度回落的可能性較
大。
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
表示，如果沒有新政策再次出台，
PPI 的年度高點可能已經過去了，新
舊動能轉換還沒有完成，過去因為供
給側改革以及去槓桿去產能等帶來的
PPI 上漲動力已經基本消失，下半年
可能還有下行的壓力。

據中國海軍陸戰隊員介紹，兩棲登
陸作戰中，搶灘登陸是最困難也是傷
亡率最高的環節，因此需要登陸部隊
快速、堅決地打開突破口。「當時車
輛遇到故障，心理壓力很大。」中國
隊第一個車組炮手何雪飈說，幸好車
長和駕駛員配合默契，以及後面車組
的隊友表現出色，把時間搶回來了。
據介紹，作為中國海軍陸戰隊的裝
甲主力，「05 式兩棲裝甲步戰車」主
要用於島嶼進攻戰役的登陸作戰，伴
隨兩棲裝甲突擊車遂行開闢和鞏固登
陸場任務，是全世界現役唯一的滑板
結構兩棲裝甲車輛。這台重達 26 噸的
「龐然大物」，陸上最大時速能達到
65公里，水上最大航速為 40公里每小
時，甚至比一些快艇還快。
據了解，此次海上登陸賽的閉幕式
將在 8 月 11 日上午 9 時於福建石獅將
軍山舉行。閉幕式上，賽事組委會將
安排軍事表演、文藝表演和頒獎儀
式。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尚文斌 攝

中國軍隊擬參戰敘利亞？ 中方聲明：報道不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報道，中國
駐敘利亞大使館昨日發佈聲明，就《祖國
報》8 月 1 日第 2955 期有關中國駐敘利亞
大使齊前進、武官王瑞正表示「中國軍隊
擬以某種形式參與敘政府軍對伊德利卜戰
役」的報道作出澄清。
大使館聲明指出，相關報道不屬實，係
對齊前進大使和王瑞正武官有關表態的曲

解。
聲明稱，眾所周知，中國堅定支持通過
政治途徑和平解決敘利亞危機。中國從未
向敘利亞派遣軍事力量參與敘政府軍的任
何軍事行動，今後也不會這樣做。中國支
持敘利亞反對恐怖主義這一全球痼疾的鬥
爭，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用統一標準
根除恐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