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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京南高速全部關閉 空污有望今日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自 12 日起，京津冀地區及汾渭平原正在經歷
今冬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空氣污染過程，昨日北京等地污染程度更是達到峰值，一度達
到空氣質量級別中最嚴重的六級嚴重污染。包括雄安新區在內的多個城市能見度不足
200 米，局部地區不足 50 米。河北省高速對外公佈，河北省內京南地區所有高速全部
因霧關閉，因高速關閉出京受阻的網友們在網絡上發帖稱，「北京，是一座你來了就
走不了的城市」。更有網友將昨日稱為「立霾」日。
12 日開始出現，13 日
此輪污染天自
起，北京、河北、河南等地多個

城市相繼發佈空氣預警。生態環境部發
佈消息稱，13 日至 15 日，京津冀及周
邊地區和汾渭平原受不利氣象條件影
響，北京、天津、河北省中南部、山西
省東部和南部、山東省西部、河南省北
部以及關中地區部分城市空氣質量將連
續 2 至 3 天達到重度污染，個別城市可
能出現嚴重污染。

北京六級嚴重污染達峰值
昨日，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指數一度
達到峰值。實況顯示，昨日 13 時，北
京空氣質量指數為 301，全市達六級嚴
重污染，這是空氣質量級別中最嚴重一
級。截至昨日 8 時許，河北省兩日來共
發佈 3 次省級大霧橙色預警信號。河北
高速交警總隊在昨日上午 8 時許透露，
受到大霧的影響，河北大部分高速關閉
了沿線站口，其中河北省內京
南地區所
有高速全

部因霧關閉。
河北省氣象台昨日 5 時繼續發佈大霧
橙色預警信號，預計該省平原大部分地
區有霧，其中唐山、廊坊、保定、滄州
等 7 個設區市以及雄安新區等部分地區
能見度不足 200 米，局部地區能見度不
足50米。

網友戲謔「來了就走不了」
此輪污染天遭遇今冬以來最強霧霾，
各種關於霧霾的段子帖子照片亦輪番在
微信、微博等網絡平台上「刷屏」。有
網友將昨日稱為「立霾」日，戲稱「立
霾」是中國傳統二十五節氣之一，也
是老北京傳統節日之一。立霾這一
天，人們盡量在家中不出門，以躲避
傳說中的神獸「霾」。立霾過後，霾
將頻繁出沒。中國民間有立霾天戴口
罩之習俗。還有一些因高速公路被封
無法出京的網友表示，「北京，是一
座你來了就走不了的城市」。生態環
境部預測，此輪污染天氣有望在今日
結束。網友們稱，「以前都是盼星星

盼月亮，現在是盼北
風，盼大風。」
今年首次強污染天
氣來襲，引發相關部
門高度重視。13 日晚
間，生態環境部部長
李干傑深夜前往河北
省保定市，採取不打
招呼、直奔現場的方
式，實地檢查重污染
天氣應急預案工作開
展情況。
國家大氣污染防治
攻關聯合中心昨日組
織多位權威專家對此次污染天氣進行會
商。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
院院長賀克斌指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污染物排放量大是主因。中國科學院大
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認為，大霧等極
端不利氣象條件是誘因。中國氣象科學
研究院研究員張小曳表示，污染
和不利氣象條件的雙向反饋加劇
PM2.5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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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北麓違規建別墅
中辦：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央辦
公廳日前下發中央關於處理陝西秦嶺北麓西安境
內違建別墅問題的通報，多地、多部委已傳達學
習。據稱，這份通報指出，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
建別墅是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典型，也是有關黨
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的典型，陝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嶺北麓西安
境內違建別墅問題上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據生態環境部網站消息，生態環境部黨組書
記、部長李干傑主持召開部黨組（擴大）會議，
傳達學習貫徹中央辦公廳《關於陝西省委、西安
市委在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問題上嚴重違
反政治紀律以及開展違建別墅專項整治情況的通
報》。《通報》將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問
題作為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典型案例。
此外，天津、浙江、黑龍江、山東、安徽、青
海等省市也召開常委會會議，學習傳達貫徹中央
關於處理陝西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問題情
況的通報。

紅通逃犯鄭泉官被遣返
曾侵佔逾 2800 萬逃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
息，昨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
工作辦公室統籌協調下，經中美兩國執法部門通
力協作，外逃美國的職務侵佔疑犯鄭泉官被強制
遣返回國。
鄭泉官，男，1957 年生，湖南省懷化市富達
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涉嫌利用職務便利侵佔
公司財產 2,800 餘萬元，2015 年潛逃美國。中國
公安機關成立工作專班，迅速查明鄭泉官涉嫌職
務侵佔犯罪事實，並開展對外協作，提請國際刑
警組織發佈紅色通緝令。
鄭泉官被強制遣返是中美合作開展追逃的成功
實踐，也是繼中國銀行開平支行案主犯之一許超
凡被遣返回國後中美執法合作的新成果。

穩增長政策見效
10 月基建投資年內首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顯
示，隨着一系列穩增長措施落地，內地 1 月至 10 月基礎設施投資累計
增速出現年內首次回升至 3.7%，比前三季度加快 0.4 個百分點，並帶
動 10 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暖，升至年內高點 8.1%，較上月提高 2
個百分點；而消費則因假期、居民延遲消費等放緩至8.6%，為近5個
月低位，但前十月消費累計增速仍然平穩。專家表示，未來穩增長政
策將進一步發力，下行壓力將有所緩解，可以完成年內經濟目標。

生態環境投資增速36.7%
下半年以來，為穩增長，中央出台多項措施穩投資，包括加快財政
支出、加快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等。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當
日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前期停緩建的基建項目陸續的開工復工，一些
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項目進度加快，體現了政策支撐對
基礎設施投資回升的作用。投資增速較快的領域包括生態環境、道路
運輸，同比增速分別達到 36.7%和 10.1%，民間投資投向基礎設施在
加快，前 10 月份增長 6.3%，「說明對民營企業進入 PPP 項目等基礎
設施領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政策正在見效。」
在工業生產方面，由於低基數的影響，10 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9%，比 9 月加快 0.1 個百分點。劉愛華表示，生產需求總體穩定，
中高端製造業增長較快。
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指出，10 月生產短期企穩，或與「搶出
口」及環保限產放鬆有關，近期出口交貨值仍在高位，黑色金屬等生
產回升，但考慮到產銷率回落且高爐開工等高頻數據仍偏弱，顯示生
產仍有下行壓力。

房地產投資或續減速
在投資方面，王涵認為，9 月以來，地方專項債大量發行，令地方
政府融資改善，帶動基建投資回暖。製造業投資累計同比連續 7 月回
升，但考慮到企業利潤增速及產能利用率均回落，其投資仍有壓力。
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銷售、土地購置費等放緩，顯示後期地產投資
可能繼續減速。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從10月份的投資消費數據
看，穩增長的政策初見成效，基建投資有所回升，同時外貿數據也不錯，
外需保持良好態勢，需求端依靠投資拉動使得前期經濟過快下滑的勢頭
得以遏制，並出現小幅反彈。預計隨着穩增長政策的進一步發力，年內
經濟將維持這種態勢，下行壓力將有所緩解，可以完成年內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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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同比

與上月相比

工業增加值

5.9%

0.1個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

8.1%

2個百分點

基礎設施投資（累計）

3.7%

0.4個百分點

房地產投資

7.7%

1.2個百分點

製造業投資

12.2%

4.1個百分點

8.6%

0.6個百分點

22.9%

5.7個百分點

消費
進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整理

中美貿戰對華經濟影響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昨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
表示，10 月國民經濟主要指標出現企穩回升跡
象，目前中美經貿摩擦對總體經濟影響有限。
劉愛華稱，10 月一些主要指標確實出現了企
穩回升的跡象，工業略有回升、投資出現了連
續兩個月的小幅回升，其中製造業投資連續 7
個月回升，基礎設施投資出現年內首次回升，
民間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就業、物價等指
標也都保持平穩增長。企業加快對市場調整應
對的力度，一系列政策有力有效，對促進經濟
平穩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外貿方面，「目前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
值、就業平穩，目前中美經貿摩擦對總體經濟
影響比較有限。」但劉愛華也強調，外部的不
穩定不確定因素比較多，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
動能都有所減弱，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國
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高位波動。從國內來
看，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依然比較突出，一
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經營仍然
存在較多困難。下一步將繼續保持警醒，狠抓
政策落地落實，着力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內需
動力，釋放內需潛力，努力完成全年的經濟社
會發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