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貿戰累出口 製造業PMI年內次低
50.8%仍在榮枯線上 專家籲擴內需對沖下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中國宏觀經

濟先行指標─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50.8%，見7個月

新低，亦是年內第二低位，成績低於市場預期。雖然製造業連續26個月

位於擴張區間，但增速放緩，進出口景氣度繼續回落，顯示貿易摩擦持續

發酵的負面影響可能開始顯現。專家表示，當前內需增長乏力，外需不確

定性上升，短期經濟可能進一步下行。此前宏觀政策已作出調整部署，當

務之急抓緊落實，積極擴大內需，對沖短期下行壓力。

數據顯示，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
為48%和48.5%，分別低於8月1.4個

百分點和0.6個百分點，景氣度均落至年內
低點，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連續4個月低於
50%，創31個月以來最低水平。此外，生
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降至53%和52%，分
別比8月回落0.3個百分點和0.2個百分點，
供需保持景氣狀態，但擴張放緩，顯示生產
回落，內需疲弱。
同日公佈的以中小企為主要調查樣本的9

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連續第四個月下
降，降至榮枯分界線50%，創16個月最低
位。其中生產指數錄得一年新低，顯示需求
低迷；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新增出口訂單明
顯下降，新出口訂單指數創2016年2月以
來新低，導致業界的信心指數降至今年以來
最低，用工指數和產出預期指數亦分別創近
期新低，顯示中國製造業增長停滯，經濟下
行壓力大。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濟
學家鍾正生表示，9月製造業景氣度出現大
幅走弱，出口的拖累更為顯著，需求持續走
弱開始拖累生產，製造業就業也進一步惡
化，經濟下行壓力凸顯。

就業指數下降 應加強穩就業
中金公司梁紅等分析師發表報告稱，9
月製造業PMI顯示內需仍增長乏力，外需
的不確定性開始上升。外貿大省廣東新訂

單PMI指數自6月以來明顯走弱，對全國
外需走勢有一定領先意義。未來中美貿易
摩擦升級可能對出口增速帶來更多負面影
響。
中金公司指出，近來宏觀上出現積極信
號，金融政策近三月來趨於寬鬆，地方政府
專項債發行明顯加快；一些投資領先指標，
如建築公司新訂單增速、房地產新開工增速
等初現企穩跡象。但穩增長政策傳導機制不
暢仍十分突出，一方面上游和中下游製造業
之間的盈利分佈不平衡，另一方面在需求疲
軟的同時工業品價格卻節節攀升，PMI就業
指數也出現下降，未來在穩就業方面應加大
政策支持。

非製造業PMI保54%高位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表示，近

期內外需求趨弱，製造業生產放緩，三季度
經濟增速可能小幅回落至6.6%，外部環境
不確定性上升，今年底至明年初經濟增長仍
有進一步下行壓力，但經濟運行仍具有較強
韌性。隨着經濟結構改善以及質量提升持續
推進，服務業佔經濟比重超過50%，且仍
在持續提升，非製造業保持較好擴張水平有
助於經濟平穩增長。
統計局數據顯示，9月，在製造業PMI降
至年內次低時，非製造業PMI從 8月的
54.2%升至54.9%，連續13個月保持在54%
以上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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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內地因國慶假期調休，9月30日為
上輪成品油價格調整後的第十個工
作日，調價窗口開啟。中國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昨日宣佈，此次汽
油每噸上調 240元（人民幣，下
同）、柴油每噸上調230元，這是
內地油價繼上月3日及17日後連續
第三次上調。按一般家用汽車油箱
50升容量估測，加滿一箱92號汽油
將多花約9.5元。而對滿載50噸的
大型物流運輸車輛而言，平均每行
駛1,000公里，燃油費用增加80元
左右。
央視昨日報道，此次成品油調價

周期內（9月18日至30日），因全
球原油供應預期偏緊，國際油價大
幅上漲。受此影響，內地汽油、柴
油的零售價格也隨之上調。以全國
平均來看，此次油價調整使92號汽
油每升上調0.19元；95號汽油每升
上調 0.20 元；0號柴油每升上調
0.20元。

隆眾資訊數據顯示，此次調價
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92號汽油零
售限價在每升7.65元至7.85元，柴
油每升7.28元至7.48元，優惠幅度
穩定在每升0.7元至1.0元。
澎湃新聞報道，卓創資訊分析師

孟鵬建議，由於國慶期間消費者駕
車出行增多，車主最好提前把油加
滿。

美制裁伊朗 增市場憂慮
下一次內地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在

10月19日24時開啟。隆眾資訊分
析師李彥說，近期國際原油市場表
現強勢，價格不斷刷新年內高點紀
錄，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突破每桶
82美元。利好方面，美國制裁伊朗
帶來的供應趨緊預期延續，加之市
場擔憂剩餘產能無法彌補缺口，均
給近期價格帶來支撐。後期國際油
價或高位震盪，預計下一輪成品油
調價上調的概率較大，不排除「四
連漲」的可能性。

全球原油供應緊 內地油價三連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記者從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獲悉，
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交通物流發展和人
員經貿往來，今日起，廣東推出粵港澳
直通車管理服務8項便民新舉措，其中包
括新申請粵港澳直通車指標資料種類大
幅減少、所有材料免複印、申請表格免
手填等。
這些新舉措重在實現「馬上辦、網上
辦、就近辦、一次辦」目標，最大限度減
少群眾往返次數、縮短等候時間、減輕群
眾負擔，方便群眾辦事。
這8項新舉措涵蓋兩地牌車辦理的方方

面面，涉及所有環節和流程。在簡化申請
材料方面，所有業務申請材料總數由382
項減至 147 項，減少了 235 項（減少
61.5%）。特別是對新辦港澳入境商務車
指標申請，取消了驗資報告、審計報告、
銀行進賬單等材料。所有材料免複印，申
請表格免手填，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台港
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等相關部門憑證在
實現聯網後逐步免予提交。

特殊情況可後補資料
同時，按照簡單事立即辦、複雜事限時

辦、特殊事緊急辦的要求，大幅壓減辦事

時長，所有服務事項的平均辦事時長縮短
了61.2%，11類新辦服務事項辦事時限縮
短了66.7%，有8項服務事項即來即辦、
「馬上辦」。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還推出兩地牌業務

特殊情況「容缺辦」，即打破「申請材料
齊全且符合手續後再受理」的傳統辦理模
式，針對群眾提交輔助驗證材料不全但不
缺少主要審核材料的，容缺後補，先予受
理，准予事後補交欠缺材料。此外，還拓
寬了諮詢、投訴、舉報渠道，健全監督制
度，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嚴格違法違規責
任追究。

粵簡化兩地車牌申請 所需材料大減逾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根據國務院第 26次常務會議決
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昨日印
發公告，自2018年11月1日起，
降低部分商品的最惠國稅率。今年
以來，經過連續多次自主調整，內
地關稅總水平將由上年的9.8%降
至7.5%，平均降幅達23%。

涉1585個稅目 佔總數近兩成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

於降低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的公
告》，為適應產業升級、降低企業
成本和滿足群眾多層次消費等需
求，從今年11月1日起，降低部分
工業品等商品的最惠國稅率。降稅
商品共1,585個稅目，約佔內地稅
目總數的19%，平均稅率由10.5%
降至7.8%，平均降幅為26%。
此次降稅主要涉及紡織品；石

材、陶瓷、玻璃製品；部分鋼鐵及
賤金屬製品；機電設備及零部件，
如金屬加工機械、紡織機械、工程
機械、輸變電設備、電工器材、儀
器儀錶等；資源性商品及初級加工
品，如非金屬礦、無機化學品、木
材及紙製品、寶玉石等。
同時，隨着關稅總水平尤其是藥

品、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的下調，
相應下調進境物品進口稅（俗稱行
郵稅）的稅目稅率。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
策部署，內地已於今年5月1日起
對絕大多數進口藥品實施了零關
稅，7月1日起降低了汽車及零部
件、部分日用消費品的進口關稅，
實施了信息技術協議擴圍產品第三
步降稅。

落實習近平博鰲講話精神
記者從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了

解到，適當降低關稅，有利於促進
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也
有利於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推進國內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
該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

40周年，主動降低關稅總水平是落實習近平總
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重要講話精神的實際行動，
也是中國根據自身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擴大開
放、主動擴大進口的重要舉措，這一行動和舉措
表明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在增強自身發展動力的同時，也讓中國發展更
好，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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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修訂的個人所
得稅法將中國個人所得稅居民納稅人判定標準由滿
一年調整為滿183天。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有關負責人（下稱負責人）昨日表示，為保持政策
穩定性，下一步在落實新個人所得稅法時，將考慮
繼續對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台人士作出優惠安排。
負責人表示，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對境外

人士納稅問題有特殊優惠規定，在中國境內無住所
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個人，其來源於中國
境外的所得，可以只就由中國境內單位或者個人支
付的部分繳納個人所得稅。境外支付的部分不需要
在中國境內繳納個人所得稅。
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改委、商務
部還發佈通知，擴大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潤直接投
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適用範圍。對境外投資
者從中國境內居民企業分配的利潤，用於境內直接
投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的適用範圍，由外商
投資鼓勵類項目擴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資的項目
和領域。

港人內地居住不滿5年
境外所得無須納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中國中央電視台獲
悉，今晨7點開始，央視財經頻道將用10個
小時大小屏同步直播「致敬改革開放40年」
特別節目。觀眾們可以一邊看直播，一邊參
與微信H5互動，一起聊聊40年間生活裡的
那些變化。在直播過程中，觀眾還可以體驗
一把央視「特約記者」，上騰訊微視搜索
「央視約你國慶來連線」，秀出自己身邊的
國慶活動。
據悉，央視財經頻道還將推出一部以「改

革開放40年」為主題的紀錄片《壯闊東方
潮》，全方位展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變
遷。在國慶節當天的直播中，央視將搶先發
佈紀錄片主題曲MV。
另據了解，國慶節當天，央視財經頻道

會與鐵路總公司宣傳部合作，推出「改革
開放40年」主題紀念版車票。10月1日在
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打印火車票
的旅客，就會發現票上的兩行字：「致敬
改革開放40年與央視財經共同見證中國巨
變」。

直播改革開放特別節目
央視邀觀眾分享40年變遷

■■內地油價迎來三連漲內地油價迎來三連漲。。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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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指有專家指，，99月製造業景氣度出現大幅走弱月製造業景氣度出現大幅走弱，，其中其中
出口的拖累顯著出口的拖累顯著，，需求持續走弱更開始拖累生產需求持續走弱更開始拖累生產。。圖圖
為黑龍江大慶一間車廠為黑龍江大慶一間車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