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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上月，北京疫情反覆又遇南方洪

災，豬肉、蔬菜等食品價格重新上漲，推升內地居民價格指數（CPI）同

比漲幅反彈至2.5%，較上月微升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由於6月份國

際大宗商品價格回暖，國內製造業穩步恢復，市場需求繼續改善，工業生

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3%，降幅收窄0.7個百分點。

肉菜價漲 上月CPI升至2.5%
專家：核心CPI連續5個月環比未漲 反映需求恢復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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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北京報道）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高峰9日在例會上表示，商務部
將積極支持港澳企業，充分利用「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開拓內地市場，加強自有品牌建
設，建立內地營銷網絡。
此前，商務部表示，為支持出口產品轉內

銷，幫助外貿企業紓困，商務部將抓緊推進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
施意見》貫徹落實工作。
在助力港企拓展內銷方面，高峰表示，將積
極支持港企參加廣交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等重要展會，拓展內銷渠道；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探索發展新機
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促進石油流通高質量發展
高峰介紹，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商務

部最近廢止了原油和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關
於促進石油成品油流通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於
近期出台。
他介紹，去年8月，國家明確提出取消石油成

品油批發倉儲經營資格審批，將成品油零售經營
資格審批下放到地市級人民政府。按照「放管
服」改革的要求，商務部去年底發布通知，指導
地方做好審批取消和下放的政策銜接，並指出將
適時廢止原油和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

殺害兩防疫人員罪犯被執行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微信

公眾號9日發布，當日，雲南省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遵照
最高人民法院下達的執行死刑命令，依法對2020年2月6
日故意殺害兩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員的馬建國執行死刑。檢
察機關依法派員臨場監督。
2020年3月1日，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

被告人馬建國故意殺人一案並當庭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
馬建國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審宣判後，被告人馬建
國提起上訴。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於3月30
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
最高人民法院覆核認為，馬建國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

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馬建國在雲南省重大突發
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期間，拒不遵守防疫政策和交通管
控措施，持刀捅刺執行公務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員，致二人
死亡，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極大，後果和罪行極其嚴
重，且其曾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
畢五年內又犯故意殺人罪，係纍犯，主觀惡性極深，人身
危險性極大，應依法從重處罰。雖然馬建國具有自首情
節，但綜合考慮其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及對社會的危害
程度，不足以從輕處罰。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認定的
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
程序合法。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
持第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馬建國死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
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死刑前，依法安排馬建國會

見了近親屬，充分保障了被執行罪犯的合法權益。

就業藍皮書：本科生月入逾5000 計算機專業領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麥可思研究院9日發布的《就業藍
皮書：2020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
顯示，內地2019屆本科畢業生平均月
收入為5,440元（人民幣，下同），計
算機類專業領跑薪酬榜。上海是本科生
就業最滿意的城市，其次是北京，從區
域來看，珠三角地區人才的吸引力較
強，其次是長三角地區。而東北地區、
中原地區人才吸引力較弱。
藍皮書稱，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影響
外，與2015屆相比，五年來內地本科畢
業生起薪漲幅為23.6%。其中，計算機

類、電子信息類、自動化類等本科專業
畢業生薪資較高，2019屆平均月收入分
別為6,858元、6,145元、5,899元。

教育行業就業比例最大
近三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

穩中有升，2019屆本科畢業生滿意度
達68%，2014屆畢業五年後的就業滿
意度為74%。具體來看，本科生畢業初
期在政府及公共管理就業滿意度最高，
畢業五年後在教育行業就業滿意度最
高；在製造相關行業及採礦業就業的畢
業生對工作的滿意度一直相對較低。同

時，教育業也是2019屆本科畢業生就
業比例最大的行業，就業比例達到了
15.9%。與2017屆相比增幅也較高，為
8.2%。課題組認為，中小學擴招及社
會家庭對優質教育的需求不斷釋放，將
加速教育行業對高質量人才需求的增
長。2020年包括線上教輔在內的線上
教育將迎來發展機遇。

長珠三角人才吸引力較強
藍皮書還指出，2019屆大學畢業生
在長三角地區就業的佔比（本科：
25.8%，高職：22.9%）最高，其次是

珠三角地區（本科：21.0%，高職：
20.4%）。結合各地區本科院校畢業生
實際佔比和2019屆在本地區就業畢業
生佔比綜合來看，珠三角地區人才的
吸引力較強，其次是長三角地區。而
東北地區、中原地區人才吸引力較
弱。2019屆本科畢業生在一線城市的
就業滿意度（72%）略高於「新一
線」城市（68%）。上海是本科生就
業最滿意的城市，其次是北京；「新
一線」城市中，在杭州、天津、寧
波、南京、蘇州就業的畢業生滿意度
較高，不輸於部分一線城市。

中國—東盟博覽會因疫延期 舉辦日期待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兵 南寧

報道）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會高官會
暨投資合作工作會議昨天透露，鑒於
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第
17屆東博會延期舉辦，日期確定後將
及時公布。
中國-東盟博覽會是中國與東盟國家
一年一度的盛會，自2004年11月3日
舉辦首屆後，歷屆時間都在每年的9
月至10月間舉行，今年是首次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延期。
數據顯示，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
擊、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之際，中

國與東盟貿易投資整體保持增長態
勢。2020年前5個月，中國與東盟貿
易總額達2,424.2億美元，同比逆勢增
長近1%。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
伴，中國對東盟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
49億美元，同比增長44%，東盟對華
實際投資金額達28.7億美元，同比增
長13%，體現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
強大韌性。

將設五大專題
據悉，2020年恰逢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建成10周年、中國-東盟數字經濟

合作年。在這一背景下，此屆東博會
將策劃舉辦紀念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建成10周年系列活動以及相關雙邊活
動，在第三屆中國-東盟衞生合作論壇
及分論壇上，也將推動建立流行病疫
情防控的區域國際合作機制，形成會
議成果。
此屆東博會的主題國為老撾，巴基

斯坦也將出任特邀合作夥伴。規劃展
覽總面積13.4萬平方米，繼續設置商
品貿易、投資合作、服務貿易、先進
技術、「魅力之城」五大專題，目前
已有7個東盟國家確定包館，首設跨

境電商專區、RCEP展區、粵港澳大
灣區合作展區等。
東博會秘書處秘書長王雷表示，第

17屆東博會要實現推動中國-東盟友好
合作在共同抗擊疫情中邁上新台階、
推動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在疫情衝擊下
穩步取得新成效、推動中國-東盟多領
域合作在經歷疫情後取得更務實新成
果的目標。
王雷說，本屆東博會將根據各方疫

後恢復產業鏈、供應鏈的需求，組織
中國和東盟企業參展參會，幫助各國
企業盡快復工復產。

陸首場涉台展會 聚焦兩岸製造業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

報道）2020廈門工業博覽會暨第24屆
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以下
簡稱「台交會」）9日在福建廈門揭
幕。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大
陸首場涉台的會展活動，主要聚焦
「後疫情時代」兩岸製造業發展新機
遇。受疫情影響，島內未有台業者參
會，但大陸台商台企參會踴躍。與會
台商台企呼籲民進黨當局，盡快恢復
兩岸正常交流，借助大陸龐大內銷市
場，為台經濟發展賦能。
相較於近一段時間以來的各種線上
交流的兩岸活動，是次「台交會」更
側重線下交流推介。作為一年一度服
務兩岸製造業的重要展會，本屆「台
交會」展覽面積6萬平方米，約3,000

個標準展位，設置智能製造展、台灣
展區等9大專業展區。宏山激光、香
港龍記模具、日本沙迪克等展商今年
繼續大規模參展，充分體現了廈門工
博會作為「海峽兩岸機電第一展」的
品牌魅力、參展效益和行業引導力。

專家冀兩岸民間交流盡快活絡
參會的熱情亦反映出，雖受疫情影

響，但產業界對兩岸交流的期待十分
迫切。當日，同期舉行以「新基建．
新智能，賦能新時代智造」為主題的
「2020海峽兩岸經貿論壇」，多位兩
岸知名專家、學者、企業精英在論壇
上發言交流。參會的全國台企聯常務
副會長、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透過香
港文匯報呼籲，受疫情和時局影響，

導致兩岸交流出
現遲緩，迫切希
望兩岸民間交流
盡快積極活絡起
來。
兩岸智能製造

合作，成為此屆
「台交會」關注
重點。超級計算
機專家陳世卿在
「兩岸經貿論
壇」上，結合
5G、腦科學、AI
等方面，與參會嘉賓探討人工智能應
用前沿。
「把科技的門關起來，只會損害自

己。」陳世卿認為，大陸經歷高速發

展，在科技領域尋求突破的關鍵時
期，可結合美國前沿科技和台灣細而
精的經驗，借助大陸龐大內銷市場，
進一步尋找到強大成長動能。

■「台交會」之「2020海峽兩岸經貿論壇」邀請兩岸知名
專家、學者、企業精英進行面對面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食品價格仍然是推高CPI同比的主因。
國家統計局表示，受生豬出欄減緩、

防疫調配要求從嚴及進口量減少等因素影
響，豬肉供應偏緊，同時餐飲和團體消費需
求有所回升，6 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81.6%，漲幅與5月相當。

洪澇＋疫情致蔬菜供應緊張
往年6月正是蔬菜大量上市時節，鮮菜價
格環比往往下跌。但今年6月，國家統計局
表示，洪澇災害多發、北京疫情反覆等導致
部分地區蔬菜供應緊張，鮮菜價格同比上漲

4.2%，較5月大幅回升12.7個百分點。
環比方面，6月豬肉、鮮菜價格均由負轉
正，從5月分別下降8.1%、12.5%轉為上漲
3.6%、2.8%。
雖然疫情和洪水的影響推升食品價格，但

6月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
漲0.9%，漲幅回落0.2個百分點，非食品價
格漲幅亦收窄至0.3%。

上半年CPI略高於年度目標
此外，經濟復甦推動6月工業生產者價格

指數（PPI）同比下降3%，降幅收窄0.7個

百分點，環比結束連續四個月下降，由上月
下降0.4%轉為上漲0.4%。
整體看，上半年CPI同比上漲3.8%，略高

於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3.5%的年度目標。
平安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魏偉表示，7月

受生豬供給下降和強降雨影響蔬菜供應，豬
肉和蔬菜價格仍有可能小幅上升，帶動CPI
上升，但不會改變下半年CPI下行的整體趨
勢。工業品價格方面，短期PPI同比降幅可
能繼續收窄，因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暖，
國內製造業穩步恢復，市場需求繼續改善。
從環比看，PPI由上月下降0.4%轉為上漲

0.4%。
民生證券分析師解運亮則指出，從1998

年洪災嚴重的湖北、湖南看，洪澇災害對蔬
菜價格造成暫時影響，汛期過後影響消退，
不會長期推高蔬菜價格。至於豬肉價格，豬
周期已進入下半程，洪澇災害和疫情管制只
能在短期內對豬肉價格造成衝擊，長期來看
生豬補欄較快，豬肉價格仍有回落空間。
但值得關注的是，解運亮表示，自從疫情

爆發以來，核心CPI已連續5個月環比未
漲，同比更降至2013年以來最低，反映需
求恢復可能需要較長時間。

解運亮認為，目前生產領域恢復較快，消
費領域受制於居民收入增速不足以及部分行
業仍存在疫情管制，恢復較慢。未來應考慮
放寬對影視等一些消費行業的疫情管控，並
保留一定的寬鬆政策。
中國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日前指

出，從全年來看，主要工農業行業復產達產
形勢良好，各類消費品供應充足，保持物價
平穩運行具備堅實基礎。隨着翹尾影響逐步
回落，預計今年後期CPI漲幅有望繼續收
窄，全年可能呈現前高後低態勢，物價總水
平將處於一個合理的區間。

■■豬肉和蔬菜等食品價格上升豬肉和蔬菜等食品價格上升，，推升上月推升上月
CPICPI反彈至反彈至22..55%%。。圖為市民早前在北京市圖為市民早前在北京市
朝陽區一家超市內選購豬肉朝陽區一家超市內選購豬肉。。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