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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產值擬年均增一成三

內地工企利潤去年增內地工企利潤去年增25%25%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三日電】受
元旦、春節疊加效應影響，上海今年首
月二手房市場表現極度清冷，當月上海
二手房成交套數較去年十二月銳減
42.26%，但成交均價卻環比微增 0.17%
，至每平方米23847元（人民幣，下同
）。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總監宋會
雍預測，二手房 「小陽春行情」在後市
仍有望出現。

數據顯示，在上海一月份成交的二
手房中，總價百萬元及以下、100 至
200 萬元、200 至 300 萬元、300 至 500
萬元、500 至 800 萬元的二手房成交套
數佔比分別為28.28%、38.62%、15.86%
、10.34%和 6.90%，而 800 萬元以上的
高價房則 「零成交」。與此同時，除總
價 500 至 800 萬元的二手房交易微幅增
加外，其餘價位房源交易套數均呈現下
滑，其中，百萬元及以下、100 至 200

萬元、200 至 300 萬元的二手房成交套
數分別環比上月減少了41.43%、50%，
以及37.84%。

成交均價方面，宋會雍說，較去年
十二月，今年首月上海有9個行政區的
二手房成交均價出現走高，其中徐匯、
嘉定區域成交均價增幅尤為突出，分別
達 25.57%和 23.62%。其中，徐匯區二
手房上月成交均價約每平方米49510元
，居上海各區縣之首。此外，青浦、長
寧、黃浦、浦東等行政區域的二手房成
交均價則環比去年十二月分別減少10%
至20%，楊浦區域的成交均價環比去年
末月基本持平。

宋會雍預測，隨上海普通商品房
總價標準的上調，將在節約買賣雙方交
易成本的同時，給未來二手房價格帶來
更多具有彈性的議價空間，預期二手房
「小陽春行情」在後市仍有望出現。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三日電】今年
一月中國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2.9%，比上月回落3.1個百分點。在房
地產業宏觀調控政策持續作用下，房地
產業市場延續低迷走勢，本月建築業新
訂單指數僅為32.1%。

由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
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聯合發布的數據顯
示，一月中國非製造業 PMI 各單項指

數升降各半。其中，積壓訂單指數、存
貨指數、中間投入價格指數、收費價格
指數和業務活動預期指數較上月上升，
升幅均在1至2個百分點之間。商務活
動指數、新訂單指數、新出口訂單指數
、從業人員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
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新訂單指數比上月
下降 2 個百分點 48.5%，其中的建築業
新訂單指數低於臨界點，呈季節性回落。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
認為，一月份，建築業活動在淡季影響
下的大幅回落延緩了非製造業的整體增
長；而受春節因素帶動的零售業、餐飲
業和運輸業的良好表現成為一月非製造
業經濟保持增長的主要動力。

20 個行業中，零售業、計算機服
務及軟件業、環境及公共設施管理業、
電信及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和房屋及土
木工程建築業等行業高於50%；房地產
業和其他服務業2個行業低於50%。一
月業務活動預期指數高於上月1.5個百

分點，為 63.2%，連續 3 個月保持回升
走勢，表明非製造業企業對未來市場預
期保持樂觀。

同日公布的豐中國服務業 PMI
指數繼續停留在52.5，顯示中國服務業
的經營活動有實質擴張，但一月份指數
值遠低於長期平均值56.8。該數據顯示
，新接業務增幅擴大是中國服務業繼續
保持樂觀的原因；投入成本的漲勢繼續
緩和；服務業的平均收費價格與上月基
本持平。而就業增速輕微，意味業界對
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信心依然偏低。

【本報記者杜錦霞貴陽三日電】去年貴州省
進出口貿易實現歷史新高，完成貨物進出口48.8
億美元，同比增長55.2%，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
平32.7個百分點，列居全國第四。

貴州省商務廳介紹，去年貴州省出口額29.8
億美元，同比增長55.5%，進口19億美元，同比
增長54.8%。貴州省與新興市場的出口貿易快速
增長，其中對南美、巴西出口同比增長分別達到
了225.4%、316.5%。

外 電 引 述 葡 萄 牙 財 政 部 長 Maria
Albuquerque 稱，該國已同意將持有的電網運營
商 REN 的 25%股份售予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國
家電網將出資3.87億歐元（約32.07億元人民幣
），承擔較高的溢價。

Albuquerque 透露，除國家電網購入的 25%
， 葡 萄 牙 另 將 15% 持 股 賣 給 阿 曼 石 油 公 司
（Oman Oil），涉資 2.05 億歐元，葡萄牙將透
過是次交易獲得 5.92 億歐元。他又透露，最終
成交價較 REN 股票當前市價溢價近 34%。中國
國家電網的報價還包括由中資銀行向REN提供
10億歐元信用額度的承諾。

【本報記者陳琳西安三日電】從陝西楊凌國
家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獲悉，中國銀行間市
場交易商協會已於日前核准發行國內首隻純農業
類集合票據──楊凌現代農業中小企業 2012 年
度集合票據，總金額為 81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預計二月底或三月初正式發行。

楊凌示範區金融辦有關人員介紹，這是楊凌
首次組織基礎農業企業發行集合票據，此次組團
發行集合票據的企業有陝西秦寶牧業發展有限公
司、陝西當代蜂業有限責任公司、楊凌綠方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楊凌賽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均
為純養殖、種植和農產品加工類企業。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三日電】
河南鄭州市統計部門數據顯示，去年
鄭州市商品房實現銷售額 887.9 億元，
增長 14.9%。此外，新建商品住宅銷
售價格同比累計漲幅為 6.35%，低於
該市 GDP 增幅 13%和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幅 14%。鄭州市代市長馬
懿表示，鄭州市房地產業在調控中健
康發展，該市價格控制目標亦順利完

成。
數據顯示，去年鄭州市商品住房投

放 997.73 萬平方米，同比下降 14.34%
；商品住房銷售736.66萬平方米，同比
下降了 44.49%。商品住房銷售均價為
每平方米 5349 元人民幣。全市商品房
新開工 1791 萬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1.2%；其中，商品住房新開工 1300 萬
平方米，同比下降了1.1%。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昨日公布的
《石化和化學工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
》預計， 「十二五」期間全行業經濟總
量將繼續保持穩步增長，總產值年均增
長13%左右。到二○一五年，石化和化
學工業總產值增長到 14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左右，全行業銷售收入過千
億的企業達到 10 個以上。其中，至二
○一五年，成品油需求量料達到3.2億
噸， 「十二五」期間需求的年均增速為
5.5%。

工信部在《規劃》中指出， 「十二
五」期間，國際上圍繞市場、資源、能

源、技術等方面的競爭更趨激烈。內地
方面，石化化工產品內需市場雖潛力巨
大，但石化和化學工業在轉型升級、資
源保障、節能減排、淘汰落後、環境治
理、安全生產等方面，面臨更加嚴峻
的形勢和任務。工信部稱，經預測分析
，需求仍有較大增長空間的產品有：成
品油、天然氣、鉀肥等能源資源類產品
；烯烴、輕烴、對二甲苯、已內胺等
內地產能不足的原料產品；工程塑料等
化工新材料及專業化學品。

「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結構調
整目標分為組織結構目標、原料結構目

標、產品結構目標、布局結構目標。在
布局結構目標方面，長三角、珠三角、
環渤海地區三大石化產業區集聚度進一
步提高，形成 3-4 個 2000 萬噸級煉油
及3個200萬噸級乙烯生產基地；配合
國家油氣戰略通道建設，完善東北、西
北、西南石化產業布局。傳統煤化 12
工布局分散狀況得到改善，現代煤化工
產業向資源地集中；原料產地化肥比重
提高到70%，專用化肥等深加工產品和
精細化學品向消費地集中。園區和基地
建設更加規範完善。

「十二五」石化和化學工業的淘汰

落後工作點上：落實現有產政策提出的
落後產品與工藝淘汰要求；已制定行業
准入條件的，抓緊淘汰不符合准入的產
能，如黃磷、電石燒鹼、氫氟酸、磷銨
、合成氨等；國際公約承諾的淘汰產品
；產能過剩、高毒風險產品。

而為突出重點，強化引導作用，工
信部在發布《石化和化學工業 「十二五
」發展規劃》同時，配套發布《烯烴工
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危險化學
品 「十二五」發展布局規劃》、《化肥
工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和《農藥工
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四個子規劃。

首隻純農業集合票據獲准發行

貴州外貿增速增長55%

鄭州商品房銷售增一成五

國家電網購葡電企25%股份

滬二手房成交急挫四成

一月非製造業商務指數回落

去年工業企業利潤增長情況
時間

2011年1-12月

1-11月

1-10月

1-9月

1-8月

1-7月

1-6月

1-5月

1-4月

1-3月

1-2月

2010年1-12月

同比增幅（%）

25.4

24.4

25.3

27.0

28.2

28.3

28.7

27.9

29.7

32.0

34.3

49.0

中國財政部網站消息稱，繼續擴大
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從今
年起有301家國有企業新納入國有資本
經營預算範圍。同時，今年起中國將納
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的小
型微型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不足
10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免交當
年應交利潤。

財政部近日發布《關於擴大中央國
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有關事項的通
知》。《通知》稱，從二○一二年起，
將工信部、體育總局所屬企業，中央文
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
室履行出資人職責的中央文化企業，衛

生部、國資委所屬部分企業，民航局直
屬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納入中央國有資
本經營預算實施範圍。新納入實施範圍
的國有獨資企業按照中央國有資本收益
收取政策第三類企業歸類，上交利潤比
例為稅後淨利潤的5%。

此外，納入預算實施範圍的符合小
型微型企業規定標準的國有獨資企業，
應交利潤不足 10 萬元的，比照第四類
政策性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通
知》稱，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和
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報等工作，依
照有關規定執行。

小型國企納國資預算範圍

隨中國經濟增
速和物價漲幅雙雙下
行，未來一年人民幣
升值步伐預計將放緩

。據外電綜合分析師的調查顯示，人
民幣兌美元在明年一月底前預計升值
約 2.8%，同時諸多全球經濟不確定
因素將加大人民幣雙向波動。昨日人
民幣兌一美元中間價較上日下跌 27
個基點報6.3102，即期匯價也較上日
回落10基點，收市報6.3028元。

外電昨日綜合 37 位受訪分析師
的預測中值顯示，未來一年人民幣兌
美元料升值至6.13。分時段看，由今
日起計三個月後人民幣兌美元將至
6.28元，而在六個月後則升至6.23元
水平；若以最新匯率計算，人民幣兌
美元的升值幅度分別為 0.4%、1.3%
。從數據看，去年全年人民幣兌美元
升值幅度約 4.7%，今年迄今則微貶
約0.2%。

中國農業銀行總行戰略規劃部付
兵濤指出，考慮到今年中國國內生產
總值（GDP）增速和消費價格指數
（CPI）漲幅均將略低於去年，因此
未來一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也將
低於去年，預計為 3%左右。交通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亦稱，今年在貿
易順差收窄、資本流入減緩升值流出
和鼓勵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等因素的影
響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減輕，甚至貶
值壓力會經常出現。

受訪分析師還指出，未來一年，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在升值通道中，
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今後人民幣升值
步伐將放緩，且這一過程中，匯率雙
向波動的機率更高。上海證券註冊國
際投資分析師胡月曉表示，今後人民
幣兌美元雙邊波動的機率大，這是人
民幣單向升值接近尾聲後自然的結果
。此外，隨物價漲幅回落和經濟增
速放緩，宏觀調控的第一位任務是穩
增長同時兼顧穩物價、穩資本流動和
穩匯率。

詢價交易系統昨日人民幣兌美元
隨中間價小幅下行走勢，從客盤看結
售匯力量比較均衡，全天高點低差較
前兩日繼續收窄，人民幣兌一美元最
高報6.3021元，最低報6.3079元，收
市輕微回落 10 基點報 6.3028 元。交
易員認為，無論是考慮長期的中國經
濟形勢，還是考慮短期的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將訪美背景，預計近期人民幣
都會朝升值的方向走。

分析料人幣升幅不足3%
稿稿特

家統計局昨日發布數據顯示，
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
現利潤 5.45 萬億元，同比增
長 25.4%，增速較前十一個月

進一步上升1個百分點。而從當月增速
來看，前期工業利潤快下滑的態勢顯著
改觀，十二月實現利潤 7907 億元，同
比增長31.5%，這不僅是連續第二個月
出現回升，且較十一月增幅更大幅上升
達13.6個百分點。

對於去年十二月利潤增幅明顯加
快，統計局指出，這主要是受年底利
潤匯繳、投資收益、十一月後石油特
別收益金徵收方式調整等因素的影響
。而在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
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1.5萬億元
，同比增長 15%，增速較前十一個月
1.5 個百分點；十二月當月實現利潤
1446億元，同比增長31.4%，這相比十

一月當月錄得同比下降14.2%出現明顯
改善。

業界料今年增速回落
此外，由於通脹以及企業成本壓力

有所好轉，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
主營業務收入 84.33 萬億元，同比增長
27.2%；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
為 84.71 元，比前十一月低 0.27 元，改
變了前期成本連續抬高的局面；主營業
務收入利潤率為6.47%，比前十一月高
0.33個百分點。

不過，瑞銀駐香港經濟學家汪濤認
為，隨外部需求和樓市惡化，導致經
濟增速回落，未來幾個季度企業營收增
速可能逐步放緩。東方證券也認為，在
通脹下行以及去庫存的影響下，今年工
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將出現明顯回
落。

事實上，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工業
增速漸顯放緩。受房地產投資和出口增
速下降的影響下，去年十一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曾一度降至年內最
低水平，為12.4%；儘管之後十二月同
比增速有所回升，但僅輕微回升0.4個
百分點至12.8%。因此，全國工業和信
息化工作會議已預期，今年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增長約11%左右，低於去年全
年13.9%的增速。

石油加工業利潤下跌
海通證券宏觀分析師周霞亦認為，

未來工業還面臨下行壓力。她分析稱，

由於工業主要由需求驅動，目前來說，
需求面還沒有多大起色，貨幣傳導到需
求端需要大約半年左右的時滯，所以她
認為工業還會面臨下行壓力。

另外，統計局數據還顯示，去年
39 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7 個行業利潤
比上年增長，其中黑色金屬礦採選業
利潤增長高達 53%，其次是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同比增長為51.3%
。而由於上游資源性產品價格大幅攀
升，部分行業效益狀況持續惡化，石
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利潤下
降達97.8%，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
也下降11%。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中電聯）預測，今年
中國電力增速將放緩至 9.5%左右，電力供需總
體仍然偏緊，最大電力缺口與去年相若，約在
3000至4000萬千瓦。

中電聯昨日發布的《2011 年全國電力供需
情況及 2012 年分析預測》認為，今年中國在穩
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和更有效的宏觀調控下，電
力增速將隨經濟增速一同回落，預計全年全社會
用電量5.14億千瓦時，增速由去年的11.7%回落
至 8.5%-10.5%之間，中值為 9.5%，增速趨勢呈
現 「前低後高」分布。

中電聯預計，今年電煤消費量將比上年增加
1.5 億噸左右，相應需要內地新增 3 億噸以上煤
炭供應量。並料今年將新增裝機 8500 萬千瓦左
右，其中，水電新增 2000 萬千瓦左右，火電新
增縮小到 5000 萬千瓦左右，到年底中國發電裝
機容量將達11.4億千瓦左右。

報告又顯示，去年全國電力供需總體偏緊，
全國共有 24 省級電網相繼缺電，最大電力缺口
超過 3000 萬千瓦。去年全國全社會用電量 4.69
萬億千瓦時，比一○年增長11.7%；人均用電量
3483千瓦時，同比增加351千瓦時，超過世界平
均水平。

在原材料價格下跌的支撐下，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
利潤同比上升25.4%，至5.4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速高於
去年前十一個月的24.4%。其中，十二月當月實現利潤7907億元
，同比增長達31.5%，增速較十一月的17.9%大幅增加13.6個百分
點。分析認為，隨工業企業的利潤逐步回升，中國經濟形勢已出
現偏暖跡象。

本報記者 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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