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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
指数。数据显示，2016 年 12 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4%，
略低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4.5%，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制造业继续处扩张区间

2016 年 12 月份，PMI 为 51.4%，虽
然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仍为年
内次高点，且连续 5 个月保持在扩张区
间，高于全年水平1.1个百分点。

从 12 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
比，新订单指数持平，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有所上升，
其余 9 个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上升
的 2 个指数中，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升
幅超过 1 个百分点；下降的指数中，只
有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产成品库存
指数降幅超过 1 个百分点，其余指数降
幅均在1个百分点内。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说，12 月份，制造业
生产指数为 53.3%，比上月回落 0.6 个
百分点，是PMI小幅回落的主要原因之
一，但仍为年内次高点；新订单指数为
53.2%，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年
内高点，与生产指数的差值降至三年来
低点。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供需关系进一步改善。

从动能转换看，12 月份，高技术制
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8%
和 52.0%，持续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PMI创今年新高，
这表明新动能拉动制造业增长的作用
增强。同时，随着元旦和春节假日的临
近，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食品及酒饮
料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医药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实现快速扩
张，PMI均在53.0%及以上。

“受雾霾天气影响，部分地区加大
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部分企业减产限
产。”赵庆河说，高耗能制造业 PMI 为
49.8%，重回收缩区间。其中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PMI 为 46.3%，比上月
下降3.5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陈中涛认
为，12 月份 PMI 指数有所回落，这主要
受年底企业生产活动有所回落影响，但
需求端基本保持平稳，经济整体趋稳向
好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非制造业运行稳健向好

1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5%，比上月小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
为年内次高点，且高于全年水平 0.8 个
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扩张态势。

在非制造业PMI各单项指数中，新
订单、存货、投入品价格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环比有所上升，升幅在0.1至2.7
个百分点之间；其余各主要指数环比有所
下降，降幅在0.2至2.0个百分点之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
说，12 月商务活动指数连续 3 个月稳定
在54%以上，新订单指数和销售价格指
数均有上升，就业稳定在50%左右，非制
造业稳健向好的运行态势未变。

“服务业延续较好增长势头，但扩张
有所放缓。”赵庆河说，12月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3.2%，虽比上月回落0.5个
百分点，仍高于全年水平0.5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
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
保险、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
指数均位于 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
间，业务总量实现较快增长。

道路运输、水上运输、餐饮等行业
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业务总量有
所减少。“特别是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
数在收缩区间继续下降，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效果有所显现。”赵庆河表示。

建筑业继续保持快速扩张。商务活
动指数为 61.9%，比上月上升 1.5 个百
分点，高于全年水平2.1个百分点。从市
场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 59.2%，高于
上月4.1个百分点，为年内高点，建筑业
继续保持较强扩张动力。

“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创出年内新
高，预示投资需求将继续释放，经济增
长的基础进一步巩固。”蔡进说。

着重提高微观经济活力

陈中涛说，从2016年全年来看，PMI
指数稳步小幅回升，显示经济运行中的积
极因素增多，企稳态势逐渐巩固，向好发
展态势更为明显，预计全年经济增长
6.7%左右，年初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认为，
2016 年全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呈现逐季回升走势，前三季度稳中有
升，保持在 53%以上的水平，四季度升

幅有所扩大，较三季度上升 0.7 个百分
点，均值达到 54.4%，反映出非制造业
经济活动延续稳健向好的运行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
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经过连续 3 个月
上升后，12 月份 PMI 指数小幅下降，继
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经济增长趋稳态
势较为明确。新订单指数保持平稳，产成
品库存指数继续下降，购进价格指数提
高，表明市场需求对生产的拉动力度不
减。综合研判，未来经济增长走势平稳。

不过，成本上升问题仍然值得关
注。赵庆河说，近期部分流通领域重要
生产资料价格和物流成本持续上涨，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12月原材
料购进价格指数为 69.6%，连续 6 个月
上升，攀升至近年来的高点。

“2016 年四季度以来，投入品价格
指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12月升幅
继续扩大，指数创出年内新高，应警惕
投入品价格的快速波动，防止其波动过
大，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武威说。

陈中涛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趋
向减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基本
态势，为 2017 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2017 年，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一方面进一
步巩固经济趋稳基础，另一方面要抓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加快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着重提高微观经济活
力，改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PMI连续5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

我国经济向好趋稳态势明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制造业PMI持续处于扩张区间，表明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企稳

态势逐渐巩固；非制造业则继续保持较快扩张，呈现稳健向好的运行态势。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趋向减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基本态

势，为2017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近日，市场有“个人购汇政策”
将收紧的传闻。对此，外汇局有关
负责人强调，个人购汇政策不变。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又将有等
值 5 万美元的购汇额度。专家提
醒，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走势有较
大不确定性，消费者应根据自身需
求购汇，须理性投资，勿盲目跟风。

外汇局完善个人外汇信息申报
管理，是不是变相收紧个人购汇政
策？对此，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中心
主任谢亚轩表示，外汇局强调了如
实申报、事后抽查等，个人正常、合
法的购汇需求不会受到影响，这并
非收紧资本管制。

“个人日常生活用汇需求，包括
境外旅游、留学、境外购物等，在目
前的外汇管理规定下基本可以满
足，特别是在信用卡消费的机制下，
很多消费性支出基本没有特别限
制。”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孙炜表示。

新的一年是否有必要换美元？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何昕
表示，2016 年末美元升值、人民币
被动贬值是建立在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及其刺激政策之上的。从当前
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具有不确
定性，特朗普的政策实施情况也有
待观察，这些因素决定2017年美元
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考虑，美元
理财和人民币理财有2%的利差，拿
一个确定的利差去赌不确定的汇
率，并不明智。”何昕认为，人民币贬
值的幅度超过 3%以上，才有收益。
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将
减小，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甚至有可能重回升值轨道。
何昕提醒，个人应理性考虑，不要冲动投资。

孙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
6%，如果在 2016 年初，把 5 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那么在汇率操作上的收益就是 6%左右。回顾过去一年 2 个币
种的无风险投资收益，相差大约是 2%以上（人民币收益比美元
高），扣除之后，换美元确实仍有4%左右的净收益。

但外汇市场波动较大，投资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孙炜
说，如果考虑到投资于境内房产或权益类等风险收益相对较高
的领域，这 4%的回报就未必具有明显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如
果想真正实现这4%的回报，还需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才能真正
落袋为安，否则名义上的收益仍然是美元产品的 2%；如果继续
持有美元，这部分潜在的收益将根据下一年的汇率和利差发生
变化，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仍存在不确定性。

“汇率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而且不确定性很高，即便是专业
的投资者也很难对汇率未来长期走势形成精确的判断。”孙炜表
示，我国市场的散户化特征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三人成虎”的羊
群效应，也就是常说的“预期的自我加强”。

专家提醒，兑换并持有外币特别是美元资产，除了考虑汇率
波动因素外，还需要考虑个人资产的流动性需求即变现能力。

“一旦购汇季热潮褪去且美元走软，那么年初的购汇操作就
可能会更显得操之过急了。”孙炜分析，2016 年，英国脱欧等一
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下半年的确推高了美元，美国大选之后，
市场乐观情绪继续强化了这一走势。但从美国加息之后的情况
来看，这一行情是否能够持续已经出现了分化，即使 2017 年一
季度市场情绪可能进一步支持美元，但大家也应有一定的风险
意识，恐慌性的盲目购汇并不可取。

专家澄清个人购汇政策收紧传闻

—
—

购汇额度不变

投资还需理性

本报记者

陈果静

“2017 年，我
们这个从珠海起步
的创业团队，打算
把 Bee + 的 模 式 、
品牌与理念带到更
多的城市，在广州
与深圳开设两个分
部。” 新 年 伊 始 ，
蜜 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CEO 贾凡踌躇
满志。

作为一名“90
后”，贾凡在大学
时就创立了自己的
餐 饮 公 司 。 几 年
后，随着公司走上
正轨，他想另外开
拓事业发展空间。
此时，他发现很难
在珠海找到自己理
想的办公空间。

于是，贾凡试
着向珠海南方软件
园的负责人提出了
自己的设想：能否
利 用 软 件 园 的 空
地、以集装箱模块

化的方式做一个产业园区的配套设
施，让它成为年轻人向往的新地标。

几个月后，36 个集装箱和一部分
钢结构框架组成了 Bee+的试验田：
1000 多平方米的联合办公空间、300
多平方米的园区餐饮配套、一个可供
年轻人分享交流与娱乐的空中花园。
第一个月，Bee+就实现了满租，迅速
成为南方软件园的“香饽饽”。

蜜蜂科技Bee+模式就此起航。贾
凡说：“‘Bee’是小蜜蜂，像极了勤劳
的创业者与年轻人；‘+’意味着无数
可能性，象征着在平台上加载的功
能。”

“为青年人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团
结年轻的创业队伍，是我们的愿景。”
贾凡说，这是一个创新变革的办公产
品，是一次消费升级的园区配套。

展望未来，贾凡充满希望。他说，
在20岁出头的年龄创业，难免因为缺
少人脉、经验和社会资源而四处碰壁，
需要付出比年长创业者更多的努力和
辛苦。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
让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更多人理解创
业，意识到这是一种可贵的创新，创业
创新者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支持。

如今，贾凡受邀作为“90 后”创业
代表出席“中国软件园区发展联盟
2016 年会”，并向众多园区管理者阐
述推销自己的创新实践。

“年轻就是资本。”贾凡说，他和年
轻的创业者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收获
未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0 点，35 岁的
旺堆攀上自家新平房的屋顶，将一面
崭新的五星红旗插好。看着迎风招展
的国旗，旺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是一座刚建成不久的168平方米
的藏式院落。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
策，这座新房旺堆一家仅出资3000元，
而建房的绝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支出。

旺堆原来居住的查拉村是岗巴县
最穷的村庄之一。那里交通不便，泥石

流频发，呈碱性的土地严重影响了收
成，全村43户中有21户是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为了让查拉村彻底摆脱贫困的
面貌，岗巴县研究决定让查拉村整村易
地搬迁至交通方便的开阔地带，并为村
里修通了公路，方便村民出行和务工。

岗巴县扶贫办主任魏伟介绍：“针
对贫困人员、家庭成员数和资金量，查
拉村对住房建设部分、房屋基础设施配
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搬迁户土地整

治等方面，进行了划分和设计。”
在易地扶贫搬迁后，旺堆家搬进

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他还在县里产业
扶贫帮扶政策支持下，在村里干起了
养殖业。截至 2016 年年底，旺堆家仅
靠销售鸡蛋就有3000多元的收入。

岗巴县副县长雷小红说，县里不
仅将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
合，还与生态岗位脱贫相结合。目前，
易地扶贫搬迁户中计划实施生态保护
岗位 432 个，每个生态岗位每年能获
得3000元工资收入。

“新的一年我还想在村里开个小
卖部。”说起未来的脱贫目标，旺堆满
是干劲。对他来说，未来的日子将会越
来越美。

上图 2017 年 1 月 1 日，第 33 次南
极科考队在升国旗仪式后合影留念。
2017 年元旦来临之际，正在南极半岛
海域执行中国第 33 次南极科考任务的
科考队员在“雪龙”号后甲板停机坪举
行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荣启涵摄
左图 2016年12月31日，在四川眉

山市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彭山区创业孵
化园的 6 名大学毕业生创客以眉山标志
性建筑远景楼为背景，手持“2017”和“我
是创客”字样合影，祈盼新的一年有更多
收获。 姚永亮摄

做创业路上勤劳

﹃
蜜蜂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住 新 房 致 富 忙
本报记者 代 玲

（上接第一版）3 年来，各地各部门创新方式，积极推动，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成为全社
会最广泛的行为准则。

当年冬天，安徽省蚌埠市的市民们发现，市区建筑工地围墙
的“牛皮癣”广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图说我们的价值
观”的公益广告。

在北京、上海、广东、西藏⋯⋯类似的公益广告全面覆盖，还
有动画版、音频版，就像一座座露天的全天候展示馆，随时随地
传播着正能量。

耳濡目染，为之动容。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与触不到的展
示宣传相比，时代先锋、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这些榜
样的力量像高举的火炬，感染着每一个人。

自 2013 年以来，北京每月常态评选“北京榜样”，群众推、
群众评，3 年累计举荐身边榜样 6 万多人，涌现出“B 超神探”贾
立群、“警察爷爷”高宝来、“公交活地图”张鹊鸣等一大批身边
楷模，带动了全市 3.5 万个党组织、69.2 万名党员到社区参加
志愿服务。

凡人善举孕育磅礴力量。新长征的伟大征程已经起航，建
设“四个全面”的号角已经吹响，时代赋予的使命已经落在新一
代的肩上。让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帆，以中华民族的
团结奋进为桨，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
动我们的事业驶向光辉的彼岸。

汇聚起促进改革发展强大正能量

（上接第一版）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被称为江西生态招商的破冰
之旅，让宜春市收获了 20 个生态项目大单，总投资金额达 168
亿元，涵盖锂电新能源、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业、生物医药、光电
能源、电子制造等产业领域。

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以来该市重点推进的220个投资亿
元以上工业重大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就达118个、总投
资 612.13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由 2011 年的 25%提
高到了目前的50%以上。2016年1月至11月，全市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830亿元，同比增长9.1%。

壮大和发展旅游产业是宜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宜春市加快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精心编排
北部、东部、中部3条精品旅游线路，重点构建温泉养生、古色禅
宗、文化创意、生态观光四大特色旅游品牌。目前在建旅游项目
68个，投资规模达512.5亿元。

面对绿色产业发展的迅猛势头，宜春人格外惜绿、小心护
绿、全力筑绿。对于抓生态，县区妙招迭出。宜丰县认准一个
理：挖一棵树，就补一棵树，实施以“补植复绿”方式修复生态环
境策略；奉新县在江西省率先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试点工作，探索完善差异化考核机制，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
使用的重要依据；靖安县推行“河长制”和“树保姆”制度，对潦河
进行分段管理，对全县3000多棵珍稀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如今的宜春，已成为江西省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示
范田，正浓墨重彩地描绘一幅生机勃勃的绿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