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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3季度大陸消費者信心強勢回升，
指數創下自2010年來的新高；香港該指數終
止下跌，澳門企穩，台灣消費信心則略有下降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分析稱，
結合大陸第3季度的指數大升，毫無疑問中國
經濟將在第4季度反彈。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二日電】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二十二日電】江蘇省以內地 1%的土地，6%
人口，創造着約佔全國10%的GDP總量，2011年，江蘇的經濟總量達
到49000億元人民幣。繼2010年底率先實現 「全面小康」後，江蘇正
創建內地首個 「現代化建設示範區」。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高速
發展態勢的同時，江蘇刻意 「留白」，給後代留足發展空間。

官員政績不看硬發展
中共徐州市委書記曹新平表示，規劃一座城市的發展一定要有歷

史眼光，不能因政績而急功近利，更不能計較眼前得失，要給後代預
留足夠發展空間。他堅持 「最好的資源要用於最好的產品」，不能把
屬於全市民眾的風景被少數樓盤 「據為己有」。

徐州市政府在核心地段雲龍湖周邊有 2200 畝土地，政府用其中
1100畝做綠化帶，建市民廣場。曹新平說，雲龍湖地皮吸引眾多地產
發展商，甚至有發展商放言，只要沿湖放開開發，地價會炒到2500萬
元／畝，這對該市平均僅300萬元／畝的土地出讓價格來說，是龐大
的收益。根據測算，僅土地增值一項，徐州市政府最少放棄了200億
元的財政收入。但曹新平強調， 「發展就是硬道理，但硬發展是沒有
道理的」。為 「守住底線」，徐州運用地方立法權，把保護雲龍湖寫
進法律，不讓金錢 「綁架」公眾的權利。

養育生態堅持不開發
蘇州常熟虞山尚湖旅遊度假區自2008年成立以來，注重 「養育生

態」。該度假區經濟發展總公司董事長劉洪表示，度假區沒有採取
「掘地三尺」的過度開發，刻意保護自然山水的原生狀態。這是為歷

史 「留白」。度假區有822畝山與湖之間的絕佳地塊，2009年曾以4.2
億元賣給開發商建別墅。經過長達10個月的談判，該地皮在2010年1
月被市政府以8億元回購。目前，地價已升至60億元以上，但仍堅決

不開發，擬建植物園，把風情與市民共享。
蘇州吳江汾湖經濟開發區東臨上海，在長三角 「臨滬」經濟圈中

最具地理優勢。該開發區服務發展局副局長周敏杰說，他們自2006年
成立時，格外注重生態保持，工業區只佔五分之一的土地，着意將生
態農業發展與保護佔據開發區一半以上土地，並刻意保護區域內13個
自然湖泊。

「環境是最稀缺的資源，生態是最寶貴的財富」在江蘇已經成為
共識。近 10 年，江蘇已累計建成國家級生態縣市 17 個，佔全國總數
的一半；環保模範城市21個，佔內地總數的四分之一。

江蘇給後代預留發展空間
經濟發展拒急功近利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二十二日
消息：受國內外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大
宗商品價格回落等因素影響，廣東居民
消費價格總水平呈現高位回落態勢。22
日來自廣東省物價局的數據顯示，1-9
月該省 CPI 累計上漲 3.0%，通脹壓力
明顯減輕。

今年以來，廣東CPI月同比漲幅呈
逐月收窄態勢。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廣
東 CPI 累計漲幅（3.0%）較去年同期
（5.5%）回落 2.5 個百分點，較去年全
年（5.3%）回落2.3個百分點。

廣東省物價局指出，前三季度食品
價格累計上漲6.4%，拉動CPI上漲2.16
個百分點，對總指數的影響達到72%。
值得注意的是，豬肉價格持續回落，自
2 月份起同比漲幅逐月收窄，9 月份豬
肉價格同比下降 10.8%，成為 CPI 回落

的重要原因。

物價料保持平穩
此外，季節性臨時因素對CPI的影

響也較為突出，特別是今年接連有颱風
登陸廣東，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農產品特
別是瓜菜類價格。與此同時，受節假日
因素影響，交通、旅遊、賓館住宿等價
格出現上漲，對CPI的拉動較為明顯。

對於今年第4季度的物價走勢，廣
東省物價局分析稱，在秋交會及年底消
費旺季的影響下，預計市場需求將有所
增加，但在經濟增速適度放緩、貨幣環
境總體穩健、食品價格逐步回落、翹尾
因素減弱等背景下，價格總水平仍將保
持平穩。如果不出現重大突發情況，
CPI 年內增長 4%的預期調控目標可以
實現。

粵前三季CPI累漲3%

【本報訊】據中新社太原二十二日
消息：煤市震盪使產煤大省山西的煤炭
增值稅連續3個月下滑25%以上，煤炭
企業深陷 「寒潮」，將拖累山西工業經
濟後期運行。

山西國稅局 22 日發布最新統計數
據顯示，9月份煤炭行業入庫增值稅為
36.69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8.13%。

山西省國稅局收入核算規劃處處長
杜飛彪分析認為，自6月以來，受經濟
低迷影響，山西煤炭工業持續面臨銷售
不旺、價格下滑、庫存增加、貨款回收

不暢的運行態勢。
目前，從全省重點監控的572戶煤

炭生產企業來看，356戶企業入庫增值
稅出現負增長，佔監控總戶數的62%，
比上半年增加37戶。

杜飛彪稱，雖然全國經濟運行目前
釋放出企穩信號，但從山西情況看，煤
炭市場仍然存在下行壓力，這與其緊密
相關的焦炭市場資源過剩狀況仍未緩減
、鋼鐵市場供過於求矛盾難以解決的現
狀等有較大關聯度。初步判斷，今年後
期全省工業經濟將繼續低位運行。

晉煤稅連續3月大減

2012 年第三季度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
數今日在北京發布。大陸消費信心止跌回升，
指數為94.8，居榜首；澳門和香港與上一季度
基本持平，指數分別為84.9、77.9；台灣連續
兩季下跌，指數為71.8。

大陸消費信心強勢回升引起了高度關注。
一方面，消費信心指數（CCI）較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更受發達經濟體關注，另外，由
於澳門、香港及台灣與大陸經濟聯繫日益密切
，最近發布的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觸底跡象，對
港澳台經濟回升將起到積極作用。

消費信心創3年新高
張平表示，中國經濟的驅動力已經逐步轉

換為以城市化為導向的增長階段。與更能反映
製造業發展情況的 PMI 指數比較，CCI 指數
更能反映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的特點。由於該
指數領先性極強，對決策層判斷未來宏觀經濟
走向有着重要的意義。

儘管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但伴隨着經
濟增速趨穩，大陸消費者信心指數在經歷了持
續下滑後在第3季度強勢回升。今年第3季度
，大陸 CCI 指數為 94.8，同比上升 4.8，也較
上季度升4.3，創下自2010年以來的新高，逼
近 2009 年第 4 季度指數水平，顯示出消費者
信心預期向好的趨勢。

消費者信心指數包括經濟發展、就業、物
價、生活、購房和投資六個分指數。從各項分

指數來看，大陸除物價分指數外，其他分項指
數均在第2季度築底後迅速回升，處於今年的
最高水平。其中，消費者信心預期指數達到
97.1，高出滿意度指數 5.8，表明消費者信心
可能出現積極變化。

就業前景轉向樂觀
數據顯示，今年第3季大陸消費者經濟發

展信心分指數為 116.2，較上季度升 14.7，增
幅創歷年新高，同比升 2.3。經濟發展預期分
指數為 117.6，表明消費者對未來三個月的經
濟發展有更好的預期。

就業信心指數為 105.6，較上季升 17.2，
同比升4.2，由相對悲觀的水平轉向樂觀。

物價信心分指數保持平穩，第 3 季度為
72.0，較上季下降 3.5。物價現狀分指數環比
升12.2，達到兩年新高，顯示消費者對現行物
價滿意程度上升；現狀分指數高於預期分指數
5.0，表明消費者對通脹預期仍有隱憂。

隨着樓市調控措施效應持續，第3季購房
信心分指數升至 79.6，同比升 9.5。雖然購房
信心仍處於較消極的水平，但在國家調控政策
下，近3季度購房信心一直呈上升趨勢。

第3季度投資信心分指數為81.7，較上季
升8.0，投資信心發生積極變化。

此次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和編制由首都經
貿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澳門
科技大學和台灣輔仁大學共同完成。

內地經濟預期向好內地經濟預期向好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二日電】最新兩岸四地消費
者指數顯示，今年 3 季度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為 77.9，較
上季升0.5，止跌回升。從分指數看，港人僅對生活及就業
狀況的信心感到中性，其餘 4 項分指數低於 100，呈 「偏向
悲觀」。

香港城市大學統計諮詢中心副主任曹國輝對大公報表示
，由於大陸與香港經濟聯繫日益密切，第3季度大陸消費信心
指數的迅速回升意味經濟轉暖在即，這對香港經濟尤其是零售
業將有積極意義。

曹國輝表示，消費信心指數結果反映港人整體消費意欲維持
偏向悲觀的態度，港人對購房及物價方面最為擔憂。分指數顯示
，港人對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輕微悲觀，對投資也缺乏信心；就業
機會及生活狀況的信心則比較中性。

最憂慮物價住房
從香港第3季物價分指數看，市民不滿目前的物價水平，擔心物

價持續上升。另外，港人在購房方面的分指數為 43.4，較上季度跌
11.8，在各範疇之中表現最低。顯示市民購房信心偏低。港人對目前購
買房屋的指數為37.2，較上季跌3.1，顯示市民相當不滿意現時的樓價水
平，並對未來3個月的看法不樂觀，有關指數為47.6。曹國輝表示，由於
港元與美元掛鈎，與美元同步貶值給港人造成較大的物價上漲壓力。

香港生活分指數為104.4，較上季升1.7；對目前狀況指數為115.4，對
未來3個月的信心指數為97.1。

曹國輝說，受內地經濟觸底企穩影響，雖然近期港零售業增速有所放緩
，但預計表現仍值得期待。與此同時，由於零售業僱用大量勞動者，該行業
回升有利於就業情況好轉。雖然港元受美元貶值影響購買力下降，但在人民
幣升值的情況下，赴港購物的內地遊客也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更多在港購物，
從而有利於零售業回溫。

投資信心仍不足
今年3季度，港人對經濟發展方面的分指數為86.2，較上季升0.2。其中對目

前狀況的指數為84.9，較上季度升6.5；且認為未來3個月的狀況會大致相同或稍
差，有關指數為87.1。港人對投資股票分指數為82.7，較上季升10.4，顯示信心稍
有不足。對目前投資股票狀況的指數為 78.4，較上季度升 12.2；市民亦對在未來 3
個月內的投資情況信心不足，有關指數為85.6。 消費者信心指數（CCI）是消費者

對經濟形勢各方面進行綜合判斷後得出
的主觀評價和心理預期，是反映消費者
總體信心程度及其變動的指標。

CCI 包括經濟發展、就業、物價、
生活、購房和投資六個分指數。總指數和

每個分指數均由現狀指數和預期指數構成，
反映消費者對當前的主觀評價和對未來三個

月的心理預期，是描述當前經濟狀況，預測未
來經濟走勢的一個先行指標。

CCI 取值在 0 至 200 之間，其中 0 表示最沒信
心，200表示最有信心；當大於100時，表示消費者

的信心是積極的，當小於100時表示消費者的信心是
消極的，等於100意味消費者持中立態度。兩岸四地消

費者信心指數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台灣輔仁大學發布。

（本報記者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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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三季度消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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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通識

CCI反映消費信心

▲江蘇連雲港市一家幼兒園的孩子們在老師指導下辨識五穀，學習
愛惜糧食 新華社

◀▲今年第3季度內地消費者信心總指數創下自
2010年以來的新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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