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預測：今年溫和通脹3%

張曉強料今年經濟增速7.5%

PPI降幅收窄 有望觸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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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今日公布數據顯示，12月份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5%，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4.2%，而2012年全年漲幅則為2.6%，低於政府年初確
定的3%左右的目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范志勇副教授對記者表示
，2012年12月物價繼續反彈主要受食品價格，特別是
蔬菜價格影響，所以目前通脹仍較為緩和。目前來看
，隨中國經濟的逐步回升，物價漲幅也呈現溫和上
漲的態勢，這與經濟的運行態勢是一致的。

他預計2013年物價漲幅會較溫和，在3%左右。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

犁則預計1月份物價將顯著回落，一方面由於一月份
基數較低，另外本月新漲價因素影響有限。不過由於
2月份受春節等因素影響，受菜價、肉蛋明顯上漲
影響，預計CPI價格將會顯著上漲，可能達到2.5%以
上。

2月CPI或至3.5%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濱認為，2013年

預計CPI（同比數值）將逐步上升。預計2013年平均
CPI為3.1%（2012年平均CPI為2.7%）。短期來看，
春節可能將導致2月份CPI階段性上漲至3.5%左右。

他指出，通脹率逐步上升和清晰的經濟復蘇勢頭
堅挺跡象意味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中性立場。他預
計央行將保持利率不變，而且將通過公開市場操作（
例如逆回購）重點管理流動性，預計2013年全年將有
2至3次 「降準」。在信貸方面，預計2013年銀行貸款
發放量可能約為9.1萬億元（增速14.5%）。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王宇雯博士認為，2012年

四季度基本構築了前一輪物價漲幅的周期底部，2013
年將是物價上行新周期的開端，但由於處在上行周期
的初期，預計全年物價漲幅可能較為平緩，通脹壓力
總體溫和。儘管2013年整體物價漲幅將較為溫和，不
過需要關注的是，國內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脹水
平已有所抬高，且下半年物價上行壓力將加大，同時
還存在全球寬鬆的流動性與國內投資過熱帶來的資產
價格上漲風險。

PPI連續3月收窄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2012年12月份，中

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1.9%，較11
月份2.2%的降幅收窄0.3個百分點。2012年，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1.7%，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

比上年下降1.8%。自2012年3月起，中國PPI月度數據
就一直處於 「負增長」狀態。不過在9月份同比下降
3.6%，創出近3年新低後，月度PPI降幅已連續3個月
收窄。

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指出，中國12月份
CPI僅小幅回升。加之PPI收縮幅度僅略有收窄，顯
示需求面的回暖仍是溫和的。他預計，2013年利率水
平下調的必要性下降。

雖然PPI依然處於負增長狀態，但其近來的走勢
還是傳遞出一些積極信號。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經
濟技術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告訴中新社記者，PPI降
幅的收窄意味中國企業的日子未來會好過一些。他
預計，在觸底回升後，中國PPI有望在2013年上半年
由負轉正。

蕪湖小額貸款年增十億
【本報記者柏永蕪湖十一日電】記者11日從蕪湖市人力

資源和勞動社會保障局獲悉，去年該市累計新增發放小額擔
保貸款10.03億元人民幣，完成年度目標的200.6%，在安徽
省16個地級城市中排名第一。

據介紹，最近三年間，蕪湖市累計發放小額擔保貸款
20.5億元，佔安徽全省發放總量的45%，其中，2012年當年
新增小額擔保貸款10.03億元，完成省定目標任務2.4億元的
417%，佔全省當年新增發放總量的42%；新發放額、累計發
放額連續三年穩居全省首位，爭取中央財政貼息資金5483萬
元。

蕪湖市人社局、財政局、市人行、郵政銀行蕪湖分行四
家簽訂小額擔保貸款合作框架協議，經辦銀行整體承貸、直
接發放，符合自主創業的，經過人社部門認定給予貼息。這
一創新性舉措得到安徽省人社廳、財政廳的肯定，並專門下
文將其做法在全省範圍內推廣。

此外，蕪湖市擴大貸款額度，並提高貼息比例。該市專
門下文，各類登記失業人員自主創業均可申請小額擔保貸款
，貸款額度最低5萬元、最高可達600萬元。對於個人貸款10
萬元以內全額貼息；勞動密集型小企業200萬元以內按貸款
基準利率的75%給予貼息，200萬元以上至400萬元由同級財
政按貸款基準利率的50%給予貼息，400萬元以上至600萬元
由同級財政按貸款基準利率的25%給予貼息。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隨
中國政府開始放寬在海外交易和投資中對人
民幣的使用限制，人民幣有望逐漸成為真正的
國際貨幣，但不太可能立即威脅到美元的地位
。全球貨幣智庫──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
壇（OMFIF）11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了《
黃金、人民幣和多幣種儲備體系》報告，得出
上述結論。

報告認為，由於美元和歐元的不穩定性，
世界正向多幣種儲備體系過渡，美元將與包括
人民幣在內的其他多種貨幣共同扮演關鍵角色
，而這一趨勢很可能導致黃金需求攀升。

漸近實現完全自由兌換
報告特別用一章分析了人民幣的作用和國

際化項目，指出隨中國的經濟崛起，世界經
濟將重新洗牌達到再平衡。這個過程不會一蹴
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人民幣只可能漸近地
實現完全自由兌換。在這個充滿變數的過渡階
段，儲備持有者將在相對廣泛的資產類別和投
資領域分散其投資。

報告對未來五年（2013-2018年）的經濟
場景進行了多種假設分析後認為， 「不管世界
是否隨歐元的終結陷入全面經濟危機，還是
經濟走向復蘇，抑或介於這兩種情形之間：所
有道路都會通向多幣種體系，而黃金在其中的
作用很可能會愈加重要。」黃金不會取代法定
貨幣，也不會成為該體系的主導 「貨幣」，但
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將越來越多地扮演全新角
色，吸引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從業者的更多關注。

OMFIF顧問委員會主席梅格納德．德賽
認為，黃金作為一種官方資產，雖未在貨幣體
系中擁有正式地位，卻也從未真正脫離過貨幣
體系。他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擴大特別提款
權的貨幣範圍，將人民幣、盧比、里爾、盧布
以及黃金都納入其中，這將增強特別提款權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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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財經北京十一日
消息：截至2012年12月，中國在建的智
慧城市已達69個，其中位於環渤海、長
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區的城市數量佔到
了59.4%。

「2013中國智慧城市年會」11日在
北京召開。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
所在會上發布的《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戰
略研究（2013年）》稱，目前中國許多
城市把信息化作為調結構、轉方式的重
要手段和途徑，提出了新的城市信息化
建設目標，紛紛開展 「智慧城市」、 「
智能城市」、 「感知城市」建設，以促
進當地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除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區
域外，武漢城市群、成渝經濟圈、關中
─天水經濟圈等中西部地區也呈現出較
好的發展態勢。

報告調研發現，智慧城市重點應用
主要分布在醫療衛生領域、城市交通
領域、城市管理領域、環境保護領域
等。其建設模式一是以物聯網產業發
展為驅動的建設模式，二是以信息基
礎設施建設為先導的建設模式，三是
以社會服務與管理應用為突破口的建
設模式。

報告稱，智慧城市覆蓋率與城市實
力成正比關係。智慧城市能否立項、建
設，主要取決於當地政府的經濟實力、
認識程度及重視程度，與當地經濟結構
、產業發展及信息化建設水平也有重大
關係。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中國國
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11日強調，今年在保障城鎮化
合理用地需求的同時，也要防止城市 「攤大餅」式
外延擴張。他表示，未來將以城鎮新區和舊城改造
為重點，探索建立與戶籍、金融等政策相協調的土
地管理新機制，以促城鎮化健康發展。

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官
方將 「城鎮化」列入2013年六大任務，提升到和 「
保民生」、 「調結構」等同等重要的位置。

建設節地型城鎮
徐紹史出席11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國土資源工

作會議時指出，今年國土部將採取三大措施積極穩
妥推進城鎮化：一是要保障城鎮化建設合理用地。
加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鎮建設規劃的銜接，合
理安排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推進城市立體開發
，建設節地型城鎮。

二是加強城鎮建設用地調控。規範土地儲備和
融資管理，支持以增強政府調控和供應能力為目的
的土地儲備融資。同時，研究探索支持特大城市、
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協調健康發展和促進產
業轉型升級的差別化用地政策。

三是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
建設用地市場；推進城鄉建設用地調整利用，完善
和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試點，優化城鄉土地
利用布局和結構。

此外，支持新農村建設和發展現代農業，特別
是都市農業、設施農業、觀光農業、休閒農業。以
徵地制度改革為重點，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

據悉，2008-2011年，中國的徵地補償標準提
高30%以上，用於徵地拆遷補償、農民補助等支出
3.5萬億元人民幣，2500多萬被徵地農民納入社會
保障。

國家統計局11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2年1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
比上漲2.5%，創7個月新高。另外，中國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12月份同比
下降1.9%，已連續3個月收窄，顯示出積
極走勢。多名經濟學家預測，2013年物價
將會有3%左右的溫和上漲，而隨目前需
求回暖，今年下調息率以刺激經濟的必要
性已減弱。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一日電】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一日電】中國國家發展
改革委副主任張曉強11日說，目前看，2012年中國經
濟增速預計可以達到7.7%，高於7.5%的預期目標。

新華社引述張曉強預測稱，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
在7.5%左右，物價漲幅在3.5%左右，城鄉居民收入將
繼續過去兩年的態勢與經濟增速同步或者稍高。

外部環境低迷影響企業出口
張曉強說，2013年世界經濟仍將處於相對低迷的

狀態，預計全球經濟增長只有3%左右，中國仍將面
對一個相對低迷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而中國從主
要依靠出口等拉動向依靠內需的轉變，還需要時間，
外部環境的低迷必然給大批企業出口乃至經濟增長帶
來很大的壓力。

他說，未來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從收入分配體制、國稅體制、金融體

制、投資管理體制等多方面推進改革。就政府與市場
的關係而言，既不應該搞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也絕
不能走政府主導經濟的老路，應該更加充分地發揮市
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加大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力度。

此前，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接受大
公報記者書面採訪認為，鑒於今年國家再次擴大寬鬆
政策規模的概率不大，政府可能將2013年經濟增長目
標從2012年的7.5%，下調至7%。

外界關注「投資熱潮」會否重現
朱海斌說，城鎮化、創新和產業升級、國內消費

，或稱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三大動力，
同時城鎮化、資源品價格改革、財政改革或成為未來
幾年中國最可能加快的改革領域。

摩根大通在其展望報告指出，由於改革將犧牲部
分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國企改革和打破行業壟
斷等領域的改革進度或較緩慢。另一方面，由於固定
資產投資的高增長將提高經濟增速，而經濟增速是地
方新領導層政績的最重要標準，因此今年中國是否將
重現 「投資熱潮」也令人關注，報告說 「基於1981至
2010年的數據，政治周期對經濟活動的一大顯著影響
，是換屆後第一年固定資產投資都會大幅增長」。

國土部：防城市「攤大餅」式擴張

▲2012年12月我國CPI同比上漲2.5%，圖為消費者在長春一家超市裡選購飲品 新華社

▲徐紹史強調，未來將探索建立與戶籍、金融
等政策相協調的土地管理新機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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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一日消息：中國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11日說，對10人以上的集體勞動報酬
爭議，要當天立案並加快結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額1000元以
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掛牌督辦。

尹蔚民是在11日召開的 「做好2013年春節前保障農民工
工資支付工作視頻會議」上作此表述的。尹蔚民要求，對涉
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案件，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要及時移送
有關部門依法處理，協助公安部門立即查明犯罪事實，配合
檢察院、法院做好起訴、受理和審理等工作。

對已繳納工資保證金的企業發生拖欠的，要及時動用工
資保證金支付拖欠的工資；對其他企業因生產經營無力支付
工資或欠薪逃匿的，要協調有關部門通過應急周轉金及其他
渠道先行墊付部分工資或給予農民工生活救助。

【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十一日電】河南公布24小時欠薪
舉報電話，探索建立保障金制度、推行農民工工資一卡通等
保證工資按時足額支付給農民工。

2012年末至今，河南省人社、建設、公安、國資、工商
等多部門聯合行動，對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開展專項檢查，
已為農民工追發工資及補償賠償金3820萬元。

河南省開設了24小時舉報投訴電話，通過建立舉報投訴
登記台帳制度、限期結案制度，做到 「快受理、快查處、快
結案」。住建部門還建立了 「建築業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制度
」，所有項目開工前，建設單位和施工企業須按項目標的比
例繳納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出現拖欠行為後，可直接從保障
金中劃支。

10人以上薪酬爭議速辦速結
保障農民工工資節前支付

▲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到建築工地，將400多萬元執
行款發到農民工代表手中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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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環境的低
迷會給大批企業
出口乃至經濟增
長帶來很大的壓
力，圖為連雲港
集裝箱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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