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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12月在京召開
，作為十八大後首次重要經濟會議，備受
外界矚目。對於早前媒體報道，2013年中
國GDP增速目標或將設定為7.5%，中國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室主任劉
霞輝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7.5%的增速
目標符合當前經濟發展現狀，並與 「十二
五」 規劃及十八大報告所確立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目標相銜接。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六日電】

中興提第三方獨立檢測 美眾院懶理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二十六日消
息︰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26 日在
江蘇南京召開擴大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 「營改增」）試點工作座談會。會上透
露，據初步統計，目前中國已經納入營改
增試點的企業戶數約為 71 萬戶，另有 20
萬戶企業將於 12 月 1 日納入試點。各地
反映試點情況好於預期，改革減負效果明
顯。

今年1月1日，上海市率先啟動營改
增試點，隨後9月1日北京市啟動試點。
10月1日江蘇省和安徽省作為新梯隊也加
入試點陣營，11月1日福建省、廣東省、
廈門市和深圳市也如期啟動試點。即將到
來的 12 月 1 日，天津市、浙江省、湖北
省和寧波市也將正式啟動試點。

參加會議的上述 12 個營改增試點省
、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代表介紹了各地試
點進展情況。總體來看，各項工作推進有
力有序，試點情況好於預期。

會議認為，從上海、北京、江蘇和安
徽試點運行的效果看，改革有力地帶動了
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中
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發展，鼓勵了企業
特別是服務業利用外資，促進了企業經營
組織模式轉變，支持了企業技術創新，優
化了經濟結構，加快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營改增減負效果明顯，其中上海市1至
10月減收225億元，北京市兩個月減收2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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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六日電】復旦大學今天召開發
布會上，宣布由該校專用集成電路與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副
研究員虞志益和教授曾曉洋領導團隊研究開發的24核 「復
芯（FU-CORE）」處理器，被國際固態電路會議（ISSCC
）2013年正式錄用，該成果將於明年2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辦
的年上面向全球發布。

這是繼2012年 「復芯」16核處理器在ISSCC發布之後
，復旦研究團隊的成果連續第二次被這一國際集成電路設計
領域最權威的學術會議所認可和錄用。據悉，近10年來從
未有來自同一大學的處理器方面的研究成果，能連續兩年發
表於國際固態電路會議。在國內研究機構當中，除了復旦的
這兩篇處理器研究成果之外，只有中科院計算所的 「龍芯」
處理器曾在ISSCC年會上發表。

在當前普遍使用的家用和商用的計算機、智能手機中的
CPU 已經逐步從單核芯片發展到雙核、四核，如我們常見
的英特爾 「酷睿Ⅱ」採用了四核技術，在三星、HTC、華
為等最新的智能手機中也採用的四核芯片。而復旦團隊研發
的芯片則高達24核，且其體積與一枚一元硬幣相當，運轉
速度相比現有的芯片將有成倍增長。

成就媲美 「龍芯」
為何要增加處理器中的 「核」？虞志益和記者做了一個

形象的比喻。過去的處理器通常是單核的，人們通過增加單
核頻率來提高處理器運算能力，發展至今，單核頻率已幾乎
增長到了極值。就好比一個郵局，每天接收成千上萬來自四
面八方的包裹，但只有一名快遞員工，縱使這名員工技術再
嫻熟，他的工作效率也是有限的。於是，考慮多僱人手成為
必然。但是員工一多，分工又成了新問題，隨着處理器核數
的增加，如何實現它們之間的交流、讓它們有序地完成任務
，成為多核心處理器研發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復旦團隊的突破點在於提出了創新性的多核處理器核間
通訊的方案。從2009年開始進行第一版16核處理器的研究
，設計出 「簡單而高效的融合消息傳遞和共享存儲方案」。
日前他們又在24核處理器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復旦研發出24核處理器

熟悉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機構注意到，每年
十二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決策層確立未來一年經
濟社會發展目標的 「定調會」。在第二年的 「兩會」
期間，政府工作報告會對上述目標予以明確。由於剛
結束的中共十八大明確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發展目標，並提出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
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此次 「定調會」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7%將成常態增長目標
值得注意是，此前 8 年，經濟增速 8%一直為中

國政府確定的年度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調低預期增速
至 7.5%向外界說明中國經濟正處於 「換檔」期，在
此之後，中國經濟進入 「次高速」增長期被學界及市
場屢次提及。

外界傳出 7.5%經濟增速，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
決策層所確定的常態增長目標，並非空穴來風。首先
，新晉政治局常委的副總理李克強，在剛結束的全國
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未來的中國的
發展可能經歷一個中速增長期，很難長久保持兩位數
。並特別指出， 「只要保持住7%的增長，到2020年
實現小康就完全有可能。」

經濟企穩明年形勢樂觀
而從中國宏觀經濟走勢來看，7.5%這一目標亦符

合實際。進入 10 月份以來，多項經濟數據及先行指
標皆顯示中國經濟已經觸底企穩。劉霞輝表示，目前
來看，中國經濟三季度已經見底，四季度經濟形勢預
計會強於三季度，而明年經濟形勢也將比 2012 年樂
觀。今明兩年經濟增速保持 7.5%甚至以上是完全有

可能的。
對於明年的經濟政策重點，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

家彭文生在其剛剛發表 2013 年宏觀經濟年報中指出
，2013 年中國宏觀政策將呈現 「寬財政、穩貨幣」
的特點。中金公司預計，2013年中國GDP增速將溫
和反彈，從今年的 7.7%上升至 8.1%；通脹將從現在
的低水平回升，但總體溫和，CPI 全年漲幅 2.7%，
PPI從通縮轉為通脹。報告表示，由於明年的貨幣政
策面臨諸多挑戰，寬財政將對穩增長發揮較大作用。

就業目標提前超額完成
出口方面，儘管完成今年的預期出口增長目標面

臨較大壓力，外資機構對中國未來外貿增長仍抱樂觀
態度。滙豐集團日前發布最新一期 「環球貿易展望」

報告稱，隨着經濟的逐步企穩，未來三年（2013
年-2015年）中國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長率仍有望達到
12%，並有望在其後的兩年間繼續保持穩步小幅增長
的態勢。這份由英國的牛津經濟研究院完成的報告指
出， 「由於發達國家市場需求增長動力不足，未來三
年中，中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仍以新興市場為主，
尤其是亞洲市場。」市場普遍認為，外貿形勢企穩對
「穩增長」特別是保持就業穩定意義重大。

需要強調的是，就業形勢的超預期走好為決策層
提供了更大的騰挪空間。2012 年中國政府設定的就
業目標是，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
業率控制在 4.6%以內。截至第三季度，全國城鎮新
增就業 1024 萬人，截至 9 月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
4.1%，均超額完成目標。

料定中速增長目標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六日消息︰中興通
訊常駐美國華盛頓發言人戴澍 26 日表示，正在積極
配合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所發起的調查，已經提出
解決方案，但情報委員會並不關心如何解決問題。

今年 10 月 8 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華盛
頓高調發布報告，認為 「中興華為在美國關鍵基礎設
施上所產生的設備條款將會破壞美國國家核心安全利
益」，並建議 「美國應當對中國通信設備公司在美國
電信業的持續滲透現狀保持懷疑的眼光」。

此次調查開始於2011年11月。至報告正式發布
，中興華為配合該委員會調查提供了大量信息。今年
9月13日，中興和華為出席了在美國眾議院舉行的聽
證會，就所謂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調查接受質詢
，中興和華為公司在聽證會上回答了問題。

戴澍表示，中興公司向情報委員會提出，和美國
第三方獨立機構進行合作，對系統網絡設備進行端到
端的檢測。美國在信息安全技術方面的水平是最高的
，這樣的獨立實驗室享有很高的聲譽，又受到美國政
府的信任，因此可以證明中興產品的可信任性。但美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並不關心問題的解決，也不關心華
為和中興所付出的努力。

網絡設備「後門」瞞不到人
早在 2002 年，中興通訊產品就獲得北美廣泛認

可並重視的UL認證。2010年10月，中興通訊產品獲
得美國標準與技術研究院FIPSCAVP認證（加密算法
認證），次年 8 月再獲得了美國 FIPS 的 CMVP 認證
（密碼模塊認證）。公開資料顯示，中興通訊迄今已
被全球140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家運營商認為是可
信賴交付合作夥伴。由西班牙、美國及英國等 19 個
國家營運的西班牙電信，自 2003 年起採購中興設備
，該公司今年九月也發公開信力撐中興的設備 「完全
符合主流的國際通用標準和其他設備標準。

北京郵電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方濱興表示

，如果網絡設備存在 「後門」（指設計者秘密將程序
植入系統中，逃避正常的系統防護侵入到系統中），
遲早會被用戶發現，如 1999 年媒體報道英特爾在奔
三處理器中植入標識用戶身份的序列碼，2008 年微
軟在用戶電腦中植入軟件並強制盜版用戶修改為 「黑
屏」。相反，迄今沒有用戶反映中興華為存在安全漏
洞，足證指控子虛烏有。

應增強信息主權意識
儘管有記者提出美國眾議院的報告沒有足夠證據

證明中興、華為威脅到美國的信息安全，華府部分官
員也不認同報告的觀點，但方濱興指出，這份報告對
於國家信息安全的高度重視，值得中國借鑒。中國工
程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倪光南表示，今後國
家在公共採購時，應增強信息主權意識，他舉例說，
美國的思科在國家的系統，央企的系統中佔據了太多
份額。數據顯示，思科在中國金融行業佔70%以上份
額；在海關、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機構，思科的
份額超過50%；在鐵路，思科的份額達到60%；在民
航，空中管制骨幹網絡全部為思科設備。

方濱興說強調，中國電信業建設展現了足夠的開
放和寬容姿態，但也顯得缺乏清晰的安全意識，缺乏
相應的機構與機制，對進口網絡設備與軟件進行安全
審查並制定貿易管制措施，建議盡快設立更高層面的
安全審查委員會。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六日電】收入分配改
革備受社會關注。作為改革前沿的深圳市日前提出十
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思路，當中有不少首開全國先河
，其中包括試點開徵遺產稅、用國企收益建立民生福
利基金等。這些措施公布後引起社會熱議，有觀察者
質疑新改革思路有 「劫富濟貧」的味道，但不少網民
紛紛轉發貼文並置頂表達支持。

在十條改革思路中，最受關注的是最低工資標準
的年均增長由 13%到增至 15%，至 2015 年，由目前
1500 元調達到 2650 元。對於引發企業成本上漲的擔
憂，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張思平稱，深圳絕大多

數企業應該可以承受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
目前，外來工享受不到公共醫療、教育資源，再

加上房價高，皆為非戶籍人士進深圳的絆腳石，以致
深圳非戶籍人口今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對此，深圳市
針對性地探討如何推進非戶籍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
實現把非戶籍人口納入失業培訓、救助和保險範圍，
勞務工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等。另外則是計劃將非戶籍
外來人員納入住房保障體系。當局希望藉着有關措施
，增加深圳對外來工的吸引力。

此外，兩條涉及國企改革的計劃，即公布工資指
導線，以及用國企部分收益建立國有資本民生福利專

項基金，亦與民生息息相關。
十條改革措施中最值得關注的，無疑是試徵遺產

稅的建議。張思平強調，試點遺產稅，目的是由國家
對高收入人士的財富進行二次分配，儘管全國未有開
徵遺產稅的先例，但藉由徵收遺產稅對個人收入進行
調節，符合國際慣例。

另外，深圳還考慮在每年拿出40億至50億元的
基礎上增加補貼，停止對低保對象、低收入者收取交
通等公共收費，讓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降下來。與之
相應，深圳政府將提高政府低保保障。

據透露，深圳政府還將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實現
三次分配，慈善機構改革體制已經列入明年改革計劃
，爭取2015年達到四五十億元的捐款規模。

對此，有觀察者表示，深圳對收入分配的 「高低
調節」計劃，有點 「劫富濟貧」的意味，但不是簡單
的 「抽肥補瘦」，而是通過遺產稅收等手段進行二次
分配，推進分配公平。

▲中興提出第三方獨立檢測報告澄清 「安全威脅
」 指控，但遭到美國眾議院冷待。圖為該公司北
美和歐洲高級副總裁朱進雲（前），今年9月到
華盛頓出席眾議院聽證會 資料圖片

▲中國經濟築底企穩，出口保持小幅增長。不少專家分析指，7.5%的經濟增長目標符合實際情況
資料圖片

試徵遺產稅 大增最低工資

深圳收入分配改革引熱議

▲內地90萬企業已納入營改增試點，據各地反映，減負
效果理想 資料圖片

▲虞志益（前排右一）、曾曉洋（前排右二）和他們領
銜的 「復芯」 研發團隊 張帆攝

▲24核芯片封裝圖及PCB板 復旦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