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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创近27个月来新高

10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实现连续第三个月高于临
界点（PMI一般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反映制造业经
济扩张，低于则反映收缩），51.2%这一数据大幅好于市场
此前预期的50.3%，也达到了近27个月以来的高点。

对于制造业这一良好表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指出，这主要受益于5方面积极因
素：一是生产和市场需求回暖，扩张有所加快；二是新动能
加速聚集，结构持续优化；三是供给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部分传统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四是价格持续回
升，进一步刺激生产；五是企业预期继续向好。
“制造业PMI近几个月的良好表现说明中国经济筑

底企稳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这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就指数本身来看，PMI中多项指数
出现明显回升，表明制造业企业信心、生产经营活动均
显著改善，这对于制造业经济转好及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当前PMI出现
的回升势头应该是可持续的，因为除了PMI以外，现在的发
电量在增加，铁路货运量在增加，新增贷款需求也在增加，
即整个宏观经济处在一种“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状态。

非制造业继续“给力”

除了制造业表现好于预期，非制造业也依旧表现稳
定。赵庆河指出，10月份中国非制造业保持扩张态势，

增速继续加快，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服务业稳中有
进，商务活动指数52.6%，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与
三季度均值基本持平，走势总体平稳。
“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近两年总体保持了较快增

速，这与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密切相关。当前，中国
服务业发展环境整体较好，市场需求不断扩张，企业投
资意愿较高，这些因素都支持服务业平稳发展，而这一
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因此，服务业发展
未来仍将有很大空间。”张立群说。

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开工项目的较快增长，建筑业
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生产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10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8%，比上
月微落0.1个百分点，继续处于高位景气区间。

此外，与基础建设投资相关的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商
务活动持续活跃，10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64.1%，高于上月2.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武威分析称，这表明基建投资稳步释放，有望助推四季

度投资保持稳定。

四季度发力定位要“准”

10月份 PMI数据虽然为四季度宏观经济开了个好
头，但中国经济进入今年的“收官”阶段，一些风险性因素
仍不容忽视。张立群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依旧表现低迷，贸
易保护主义也有抬头之势，这些都将对中国外贸发展造成
不小冲击。此外，国内市场中金融领域的杠杆问题、房地产
市场风险以及中小企业发展难题都需引起重视。

事实上，不少问题在10月份的PMI数据中已有体
现。赵庆河表示，当前，企业生产经营中仍面临一定困
难：一是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
指数分别为49.2%和49.9%，均在临界点之下；二是反映
资金紧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例仍超过四成；三是
尽管中小型企业PMI明显回升，但仍在临界点之下。
“为了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四季度定位要

准。一方面，要充分把握有利条件，依靠当前经济平稳
恢复的态势，抓住积极因素，强化改革政策落实，进而
不断扩大经济向好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注重化解风
险，积极应对外需疲软，扩大内需并提高其稳定性。同
时，继续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立群说。

在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
开会议指出，要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财政合
理支出，加大对特困地区和困难省份支持力度。要坚持
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
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专家表示，未来只要我们扎实落实好上述措施，同
时坚定不移推动改革，中国经济就一定会进一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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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关键指数实现双升 筑底企稳态势明朗

中国经济向好再获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最近几天，随着全国不少地方陆续
进入冬季供暖期，此前上涨势头明显的
煤炭价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河
北港口集团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
布的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BSPI）显示，截至发稿时，该指数报收
于 593 元/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54%，从年内看刷新了最高纪录。

那么，煤炭价格是否会持续大幅上
涨呢？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有
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前期煤价上涨主要
是受发电企业冬储煤、运输需求阶段性
上升、游资炒作等因素影响。事实上，
随着先进产能释放到位和铁路煤炭运量
大幅增加，当前电厂煤炭库存大幅上
升，市场供应增加和库存水平上升，煤
炭价格继续上升并没有基础。

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分析认为，此

轮动力煤价格上涨，既是国家去产能、
控产量政策效果的显现，也有阶段性、
偶发性因素叠加影响造成的非理性上涨
成分。目前，冬季煤价上涨空间或许已
被预支，改变煤炭市场供需面的各种力
量正在孕育。当加大产能投放政策持续
加码、中间商囤煤逐步投放市场等一系
列因素叠加在一起，迎峰度冬期间市场
的有效供给必然会大幅增加，煤炭供给
阶段性过剩和价格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本轮煤炭价格上涨也有市
场自身调节的因素。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指出，从2011年
下半年开始，煤炭市场经历了一轮长达4
年的大熊市。期间，广州港动力煤价格
最大跌幅接近60%，而在大同、鄂尔多斯
等地煤炭价格跌幅超过75%。

林伯强表示，煤炭作为大宗商品，

其定价往往会受到金融市场价格的影
响，这意味着投机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快速影响煤炭价格。尽管投机者的存
在有助于价格发现，但是过量投机资金
的参与，则有可能造成非理性的价格预
期以及预期的自我实现，从而形成市场
价格泡沫。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煤炭价格短期
上涨对民众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
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应对措
施，召集重点煤炭企业研究做好煤炭去
产能、保供应、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有
关工作。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已采取
多项措施增加煤炭运力供应，并加强困
难区段运输组织。数据显示，近期铁路
和港口煤炭运输保持持续增长态势，9
月全国铁路煤炭运量 1.6 亿吨，比 8月
份日均增长5.2％，同比增长3％；全国

主要港口发运煤 5323 万吨，同比增长
9.2％。未来，铁路煤炭运量有望进一
步增加。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强调，煤炭
企业应理性对待价格，特别是重点煤炭
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增供稳
价中发挥表率带头作用；用户企业则要
消除恐慌心理，避免盲目跟风进一步推
高价格。同时，有关部门也将对串通涨
价、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加
大打击治理力度，维护煤炭市场正常秩
序，促使供应稳定有序，满足冬季居民
生活、工业生产用
煤需要，为深入推
进煤炭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经济
平稳运行创造良好
环境。

市场供应增加 库存水平上升

煤价不存在持续上涨基础
本报记者 王俊岭

●真改革的同时亦需巧改革

中国经济决策者与社会主流需要有定力与耐

力，让民众感知经济改革的成功故事，既要减少

短期经济失误的频度，又要发掘长期愿景实现的

预期。第一，让重大改革成果落地，尽早普惠民

众；第二，在真正能够提升国民幸福感尤其是中

低收入者安全感的经济政策上下功夫；第三，树

立群团式创新团队榜样，对创新团队进行制度性

的表彰和奖励，大力支持和推进技术创新转化；

第四，加强各级官员与企业家、智库群体之间的

互动；第五，推动双边与多边的产能合作。可以

说，目前经济发展需要真改革，亦需要巧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说

●创新是产业发展源动力

在支撑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速度方面，创新

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要有一种创

新的自信，相信我们有很强的把技术转化成产业

的能力。我们现在科研投入的比例与过去相比大

幅增加，研发装备、人才、实验平台等条件也已

经今非昔比。未来10年，我们会处于一个技术创

新、技术产业化的爆发期。现在是创新支撑，如

果未来要把经济速度提上来，就需要有一批颠覆

性的技术创新。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
天勇认为

●严惩电影票房造假有必要

对票房造假行为进行惩罚，说明了电影票房

造假的严重性。造假带来的票房越高，它的利益

就越高，人们对它的期盼和信任度也越高。这种

造假行为危及了电影产业发展，同时也伤害了创

作。票房造假行为使创作的付出和收益之间的关

系变得模糊不清，给创作者勤奋认真地创作带来

了很大困扰。因此，加大对票房造假的处罚力度

十分有必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
表示

（吴博宁 闫 恺辑）

中国信保稳外贸成绩亮眼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王俊岭）来自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消息，2015年，中国信保
通过履行政策性职能，全年拉动出口金额超过
5700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25.1%。同时，当年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保障就业
超过1500万人，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上升趋势。
此外，中国信保全年共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出口和投资1163.9亿美元，增长21.5%，范围
涵盖沿线重大示范性项目、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等
多个方面。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政
治经济环境，出口信用保险已经成为促进国际贸
易和投资发展的必要手段。未来，中国信保将继
续重点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更好服务自主品牌产品、服务贸易、
跨境电子商务等，助力我国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进出口企业获“守信红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王希、林

晖）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
等40个部门联合签署的一项合作备忘录今天对外
发布，正式对3500多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开展在
通关、检验检疫、税务、金融、环保等重点领域
实施49项守信联合激励措施。

据介绍，此次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联合激
励措施主要分为绿色通道类措施、减少查验与抽
查类措施、优先类措施、重要参考类措施、改革
试点类措施以及简化手续、缩短时间类措施六个
方面。例如，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除了可以享受海
关的先行验放优惠外，还可以在办理税务、保险
以及一系列行政审批事项时，享受相关部门的绿
色通道便利。

海关总署稽查司司长孟杨说，一经发现、核
实高级认证企业存在违法失信行为，海关将立即
取消相关企业参与守信联合激励资格，并及时通
报各部门和单位，停止对其适用守信联合激励措
施。

前9月中国黄金产量下降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记者叶晓楠）据中国

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
全国累计生产黄金347.798吨，与去年同期相比，
黄金产量减少 9.134吨，同比下降 2.56%。其中，
黄金矿产金完成 288.458 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2.48%；有色副产金完成59.340吨，比去年同期下
降2.96%。

前三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为720.66吨，同
比下降 12.82%。其中，首饰消费用金 477.99 吨，
同比下降20.04%；金条用金158.90吨，同比增加
4.14%，其中标准小金条用金42.00吨，同比增加
595.36%；金币用金 18.44 吨，同比增加 12.92%；
工业及其他用金65.33吨，同比增加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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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 ，

“兰州号”南亚公铁

联运国际货运班列

从兰州国际港务区

发车。当日，“兰

州号”（兰州—加

德满都）南亚公铁

联运国际货运班列

常态化运营发车仪

式在兰州国际港务

区举行。

据了解，随着

货源量不断上升和

越来越多客户的认

可，本周起该班列

在兰州国际港务区

以整列形式常态化

发运，至今年底每

周开行1至2列。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兰州号”国际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

音
声

11月1日，四季度首月宏观经济数据“亮相”。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制造业与非制

造业两大指数实现双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2%，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在临界点之上明

显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0%，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的高点。对此，专家指出，

制造业PMI的突出表现及非制造业的平稳走势为宏观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接下来我们应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稳住宏观经济政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注重化解经济风险因素，进而推动中国经济不断企稳向

好，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