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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近日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开幕新闻

发布会上说，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值得其他中

等收入国家借鉴。“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融入

全球市场，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全球极端

贫困人口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

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

中国，这是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

金墉如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扶贫开发，

使众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世界扶贫

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得到

国际社会的认可。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目标和标志性指标，确立了到2020年现行

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国

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取得

了显著成绩，前四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5564万人，年均1391万人，今年至少减少

1000万人，5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

在1300万人以上，中国持续走在全球减贫

事业的前列。

中国在扶贫开发上的探索和经验科学

有效、针对性强，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

国方案。脱贫攻坚行动目标明确，就是坚

决不留“锅底”，要把绝对贫困全部消除。

围绕这个目标，我国建立了脱贫攻坚的制

度体系，为脱贫攻坚夯实制度保障；党中

央、国务院按照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

略，实施分类施策的要求，打出政策“组合

拳”，形成合力攻坚格局；积极推动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精准扶贫、精

准帮扶、精准退出、资金项目管理、分类施策等工作内容有序推进。在

注重做好当前工作的同时，政府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开发式

扶贫，不断调整完善帮扶方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除了政府的主导，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扶贫力量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并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央企积极开展“百县万村”扶贫行动，2.6万家

民营企业也开展了“万企帮万村”行动。世界银行与中国在多个扶贫项

目上开展密切合作，其中就包括与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探索在部分发

展中国家利用科技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

献率超过70%。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

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今

年6月份，在非洲联盟总部举办的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上，非洲

代表纷纷表示，中国在摆脱贫困方面的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中国

扶贫经验正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智慧。

10月 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7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数据显示，9月份，CPI同比上
涨1.6%，环比上涨0.5%；PPI同比上涨
6.9%，环比上涨1.0%。
有关专家表示，9月份CPI继续处

于“1时代”，总体上处于温和上涨态
势；PPI涨势超出市场预期，表明工业
领域需求保持较好。总的来看，四季
度物价走势总体温和，经济运行仍将
保持平稳，完成全年控制物价通胀的
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CPI连续6个月处于“1时代”

9月份，CPI同比上涨1.6%，涨幅
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
处于“1时代”。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

国庆分析说，从同比看，食品价格降幅
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影响CPI下
降约0.28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涨幅
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
涨约1.91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9月份1.6%的CPI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
约为0.2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4个百分点。
“CPI同比涨幅收窄主要由于翘

尾因素下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分析认为，9月份价格变动的翘尾
因素从上月的 0.9% 大幅回落至
0.22%，翘尾因素下降0.68%是CPI同
比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

长赵锡军认为，当前物价虽有小幅波
动，但总体上处于温和上涨的态势，维
持在低位平稳运行。
从环比看，9月份，CPI上涨0.5%，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食品
价格上涨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10个
百分点。”绳国庆分析说，9月份，受国庆
节和中秋节临近的影响，需求增加，鸡
蛋、鸡肉和猪肉价格分别上涨6.1%、

2.8%和1.0%；夏季瓜果逐渐下市，供应
减少，鲜果价格上涨1.9%。上述4种食
品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1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环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44个
百分点。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和衣着类
价格分别上涨2.7%、1.6%和0.9%，三
项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点。

PPI涨幅连续两个月扩大

9月份，PPI同比上涨6.9%，涨幅
比上个月扩大0.6个百分点，这也是
PPI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扩大。
从同比看，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9.1%，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7%。在主
要行业中，涨幅扩大的有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31.5%；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 20.2%。
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
油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分别
上涨28.6%、16.4%和 14.2%。上述7
大行业合计影响PPI同比上涨约5.6
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81.2%。
在9月份6.9%的同比涨幅中，去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4.0个百
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2.9个百分点。

连平分析认为，PPI同比涨幅回升
至6.9%，主要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
响，生活资料价格运行平稳。总的来
看，价格涨势逐渐从上游向中游传递，
是促进PPI涨幅扩大的重要原因。
“PPI涨势超出市场预期，表明工

业领域需求保持较好，并未走弱，也意
味着经济运行有望保持平稳。”连平指
出，结合制造业PMI上升、主要工业初
级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企业利润改善
等综合判断，当前经济运行有望保持
平稳。在PPI上涨的带动下,企业生
产积极性得以提升。
9月份，PPI环比上涨1.0%，涨幅

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PPI涨幅
扩大，主要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响。”
绳国庆分析说，9月份，生产资料价格
上涨1.3%，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1%。

“不必担忧通胀”已成共识

根据交通银行预测，由于第四季
度CPI翘尾因素明显低于前三季度，
在不出现大的外部因素冲击的情况
下，CPI涨幅不会大幅上升。由于当
前食品价格同比依然为负，如果恢复
性上涨，则会短期影响物价波动。

从PPI看，随着去产能工作持续
推进，环保限产力度加大，供给收缩对
工业产品价格形成支撑。由于大宗商
品价格难以继续大幅上升、翘尾因素
走弱，PPI不会持续大幅攀升。另外，
随着投资的放缓，需求对工业产品价
格拉动作用难以显著增强。综合判
断，四季度PPI可能在6%之上，全年
PPI平均涨幅约6.4%。
不过，也有市场机构分析认为，9

月CPI、PPI变动与预期一致，后续来
看，CPI大概率保持现有水平下的区
间波动，PPI在四季度由于基数效应会
进入下行区间。
尽管各方对于PPI下一步走势存

在不同看法，但“不必担忧通胀”已经
成为一个基本共识。
交通银行分析认为，今年年内我国

物价高点已过，翘尾因素将拉低四季度
CPI同比。下半年如不出现大的外部
因素的冲击，食品价格并不会出现明显
的上涨，影响CPI同比走势的将主要是
翘尾因素，而翘尾因素在6月份达到年
内最高点的 1.16%之后将会逐步走
低。预计下半年CPI同比涨幅可能会
略低于上半年，全年通胀压力不大。

10月16日，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4129亿
元，同比增长9.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51873亿元，同比增长11.4%。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前三季

度全国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经济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对财政增收形成
有力支撑，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重
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1月至9月累计，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63372亿元，同比增长9.4%，为
年初预算的80.6%；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 70757 亿元，同比增长
10%，为年初代编预算的78.6%。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13101亿元，同比增长12.1%；非税收
入21028亿元，同比下降1.6%。
“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运

行呈现积极变化。”财政部国库司负
责人娄洪表示，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
幅较高，主体税种大多较快增长。主
要收入项目中，工商业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环节税、车
辆购置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均为两
位数增长；国内消费税增幅与前两年
相比也是有所提高；受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政策性减收等影响，改征增值
税下降。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分别增

长14.1%、6.3%、9.5%。娄洪解释，季
度收入增幅虽有一些波动，但剔除相
关不可比因素影响，收入增长与经济
运行走势相适应。同时，经济结构优
化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从数据看，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占

比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改善。税收收
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84.3%，比去

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提高1.2个和
2.6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同比减少347
亿元，下降1.6%，主要是全面清理涉企
收费、取消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带来政策性减收等影响。
娄洪说：“总体上看，前三季度全

国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且质量和结构
进一步优化，是我国经济持续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综合反映，是价格上
涨、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进口价量齐
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等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娄洪分析，从后期看，经济运行中

积极因素的不断增加，还将继续为财
政增收提供有力支撑，而落实各项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去年部分收入项目
基数提高等也将对财政增收产生影
响，“预计四季度财政收入增幅将有所
放缓，全年预算目标能够实现”。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吴海军说，
针对一些地区基层财政困难问题比较
突出的情况，中央财政切实加大了对
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支持力
度，今年上半年已经下达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239亿元、老少
边穷转移支付1833亿元、阶段性财力
补助30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5%、
19%、50%。
“从目前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运

行的监控和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基层
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情况较
好，中央财政重点关注的几百个困难
程度较重的县区也得到了有力保
障。下一步，我们将督导省级财政密
切关注县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支出保障情况，确保党中央、国务院
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基层落实到位。”
吴海军说。

本报讯 记者管斌报道：山东省管企业与中科院院属单位战略
合作座谈会近日在济南举行，双方就科技创新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
广泛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近5年来，中科院院属各单位共有575
个合作项目在山东实施，为山东省地方企业新增销售收入1120亿
元，新增利税150亿元。共建分所、基地、各类研发和转化平台130
余个，已成为山东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山东省国资委积极组织省管企业与中科院院属单位

对接交流，达成初步合作意向45项，其中30项达到国内技术领先水
平，2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2项填补国内空白，取得了初步成果，为
院企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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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大庆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等 3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债权总额为
801,443,670.71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或抵押担保。（具体材料
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序
号

1

2

3

债务人名
称

肇东华蓥
油田钻采
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大庆路通
科技有限
公司
大庆鑫隆
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
日

2017-9-20

2017-9-20

2017-9-20

债权规模
（元）

36,555,177.05

38,842,443.90

27,835,904.77

本金（元）

31,269,756.72

27,628,704.74

23,000,000.00

利息（元）

5,072,174.33

11,213,739.16

4,835,904.77

费用
（元）

213,246.00

0.00

0.00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竞价文件请
到我公司领取），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2017年10月16日起至
2017年11月12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

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哈尔滨市

南岗区黄河路88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吴松涛 联系电话：0451-8703172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51-87031723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88号 邮编：15009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水色时
光花园社区支行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7年8月10日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裕龙花
园五区社区支行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7年8月10日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隅滨
河园社区支行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7年8月10日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小
区社区支行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7年8月25日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太平
街社区支行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7年8月2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9月份CPI和PPI双双稳中略涨——

物价走势总体温和 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对财政增收形成有力支撑——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9.7％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本报长沙10月16日电 记者
沈慧报道：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今天宣布，该所夏新界研究
员领衔的水稻育种团队成功培育出
优质超大超高水稻新种质——“巨型
稻”，未来有望作为“父本”材料培育
出更多水稻新品种。
据了解，“巨型稻”是运用野生稻

远缘杂交、分子标记定向选育等一系
列育种新技术获得的水稻新种质，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抗
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优势。“巨
型稻”株高最高2.2米以上，直径可达
18.5毫米,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
稻品种高出50%，平均有效分蘖40
个，单穂最高实粒数达500粒。

本报北京10月16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在今天举行的2017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开幕式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梁志鹏表示，风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需要走出一个新的模式，
要在新能源当中率先摆脱补贴依赖。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分类型、
分领域、分区域地逐步退出，要在2020年至2022年基本上实现风电
不依赖补贴发展。
今年9月，国家能源局正式下发了《关于公布风电平价上网示范

项目的通知》，这意味着，我国风能行业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即将
迎来平价上网时代，这对于行业企业在风能智能化、数字化方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突出“风能的数字化时代”大会主题，本届大会将
设置创新剧场，届时来自中国及全球领先的行业企业将展示和介绍
业内顶尖的前沿产品和技术。大会同期还将举办北京国际风能展，
规模为近年来最大，整机企业齐聚，全球顶尖配件厂商悉数亮相。

本报北京10月16日讯 记者
乔金亮报道：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
近七成，全年粮食生产大局已定。农
业部今天宣布，据初步预计，在今年
继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情况下，粮
食产量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仍是
一个丰收年。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粮

食生产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一工作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导
向，呈现出“三新”的好态势：
结构调“优”有新进展。在稳定

口粮品种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拓展高效供给，市场紧
缺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
27.5%，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生产调“绿”有新进展。布局加

快优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区、西南小
麦条锈病菌源区、江淮赤霉病易发区
调减小麦面积500多万亩；推广小麦
节水品种面积4000万亩。轮作休耕

稳步推进，实施玉米大豆轮作1000
万亩、比上年增加500万亩；河北地
下水漏斗区、湖南重金属污染区、西
南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施休耕
200万亩、比上年增加84万亩。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深入推进。
产业调“顺”有新进展。农牧结

合加快粮改饲，扩种青贮玉米、优质

饲草等作物。订单生产促进产销衔
接，发展“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及“合作社＋农
户”等多种形式的订单生产，全国粮
食作物订单面积4.2亿亩、增加5000
多万亩。稻田综合种养保粮增收，综
合种养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比上
年增加200万亩。

今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预计粮食产量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

我国培育出超高超大水稻新种质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风电要率先摆脱补贴依赖

5年来中科院575个项目落地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