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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貶值　創史上最大貶幅

據中央社8月11日報導，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公布，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人民幣6.2298元兌1美元，較前一個交易日重

貶1.136角。

中國大陸入口網站新浪財經報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11日貶值

幅度達1.9%，創史上最大貶幅，為2013年4月25日來新低價。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前一個交易日人民幣6.1162元兌1美元。受此影響，

離岸人民幣匯率也重貶，貶幅達1.16%。

大陸央行發表聲明說，即日起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

價，中間價將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

大陸央行在網站公布聲明說，「為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

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

報價。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

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

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大陸央行做了上述

宣布後，人民幣中間價創下歷史最大貶幅。

A股滬指重挫8.49%　創8年最高單日跌幅
據中國經濟新聞網8月25日報導，大陸養老金獲准入市並未能緩

解市場的恐慌情緒，8月24日A股低開於年線下方後快速下挫，盤中

跌幅最高超過9%，一度失守3,200關口。當天，兩市僅有15檔個股上

漲，2,200餘非ST股跌停。截至收盤，上證綜指重挫297.83點，跌幅為

8.49%，創下8年多來最大單日跌幅，收報3,209.91點。深證成指重挫

7.83%，收報10,970.29點。兩市全天成交約6,302億元人民幣，中小板

指收盤跌7.7%。創業板指跌停。股指期貨方面，滬深300、上證50、

中證500股指期貨主力合約全部跌停。大陸境內商品期貨亦全線崩盤，

瀝青、滬鎳、菜粕、甲醇、PTA、白糖、滬錫、聚丙烯、棕櫚油、豆

油、鐵礦石和焦煤等12個品種跌停。週邊市場亦遭遇重挫，當天，香

港恒生指數大跌1,158.05點，跌幅為5.17%。

WIND（上海萬得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統計資料顯示，近一

段時間內大盤的連續下跌，已經將A股今（2015）年年內的漲幅悉數

抹去。截至8月24日收盤，上證綜指今年以來由升轉跌，累計下跌了

0.77%，深證成指今年以來累計下跌了0.40%，滬深300指數今年以

來累計下跌了7.31%，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今年則累計上漲了35.35%

和46.26%。資料顯示，僅在過去短短5個交易日內（8月18日∼8月24

日），上證綜指就累計下跌了19.63%。

個股方面，WIND統計資料顯示，2,780檔A股股票中，今年以來已

經有502檔出現下跌，其中跌幅超過20%的有140檔，跌幅超過3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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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2檔，股價腰斬的則有兩檔：晉億實業和中信證

券，今年以來分別累計下跌了53.14%和51.06%。跌

幅排名前十的股票中，還包括太平洋、方正證券、海

通證券等6檔券商股。

製造業PMI指數降至2年新低點
據聯合報8月22日報導指出，大陸製造業景氣一

路溜滑梯。21日發布的8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僅47.1，較上月再降0.7個百分點，創

近6年半新低。這一數據引發投資者的憂慮，包括大

陸股市在內的全球證券市場週五再次應聲大跌。

8月財新製造業PMI大跌超乎預期，尤其新訂單

指數掉到2012年8月以來，近3年最低；新出口訂單

指數繼續明顯下滑，透露內、外需俱疲。BBC中文網

引述分析人士指出，8月PMI數據顯示，形勢不容樂

觀，令人擔心大陸經濟衰退速度比官方預期的快。如

果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疲弱，全球經濟前景堪慮。

值得注意的是，7月好轉的就業指數，8月再度

逆轉，降至2009年1月以來最低。製造業衰退陰影，

恐將危及就業市場。民生證券宏觀分析師張瑜憂心，

經濟仍不見底，「破7」（全年GDP增速百分之七難

保）風險加大。

大陸上半年GDP　東三省及山西墊底
據中國經濟週刊8月25日報導，大陸31省份中，

重慶上半年經濟增速為11%，增長最快；遼寧為

2.6%，排名墊底。記者統計發現，2015年上半年31

個省份GDP增速中，有28個省份的二季度增速快於一

季度（不含持平，下同），去年同期，二季度GDP增

速快於一季度的省份是24個。

31個省份上半年GDP數據中，增速超過7%全國

水準的省份有23個。增速最快的是重慶，為11%；

其次是貴州，為10.7%；第三是天津，為9.4%。

2014年上半年前三名是重慶、貴州、西藏，增速分

別為10.9%、10.8%、10.7%。2013年上半年前三

名是天津、貴州、重慶，其中天津和貴州增速均為

12.5%，重慶為12.4%。地區經濟分化加劇情況明

顯；增速前10名東部佔3席、西部佔3席、中部佔4

席；倒數後5名依次為遼寧、山西、黑龍江、吉林、

河北。

上半年31個省份GDP增速前10名中，西部的重

慶、貴州、西藏3個省份佔據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的

第一、第二和第四名，增速分別為11%、10.7%、

9.1%。整體看，西部12個省份中除了內蒙古7%持

平，其餘都跑贏了上半年全國7%的增速。

前10名中，中部6省份佔據4席，分別是江西、

湖北、安徽、湖南。除了安徽二季度增速與一季度持

平外，其餘3省二季度增速都比一季度快。中部6個

省份除了煤炭大省山西，其餘都跑贏了7%的上半年

全國增速，其中河南的增速為7.8%。

東部省份進入經濟增速前10名的有天津、福

建、江蘇。其中增速最高的是天津，增速為9.4%，

排全國第三。江蘇、浙江、廣東上半年經濟增速分

別為8.5%、8.3%、7.7%，都比一季度加快。整體

看，東部10省份除了河北6.2%居倒數第五，有7個

省份跑贏了7%的上半年全國增速，京滬兩市剛好與

全國增速持平。

在最後5名中，倒數依次為遼寧、山西、黑龍

江、吉林、河北。其中，遼寧為2.6%，山西為2.7%，黑

龍江為5.1%，吉林為6.1%，河北為6.6%。

在GDP總量上，前10名分別是廣東、江蘇、山

東、浙江、河南、河北、四川、湖北、遼寧、湖南。前三

名廣東、江蘇、山東分別為3.45兆、3.39兆、2.97

兆，前三名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商務部：上半年民營企業出口佔比近半

內部需求走弱

據人民網8月19日報導，大陸商務部召開新聞

發布會通報1∼7月份商務情況。大陸商務部發言人

沈丹陽表示，1∼7月，民營企業出口5,643.2億美

元，同比增長4.6%，占外貿出口44.7%，比去年同

期（42.4）提高2.3個百分點；但受大宗商品價格下

跌、國內需求走弱等因素影響，進口仍在低位運行。

據海關統計，2015年7月，大陸進出口2.12兆

元，同比（下同）下降8.8%。其中，出口1.19兆

元，下降8.9%；進口0.93兆元，下降8.6%；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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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2,630億元，下降10%。按美元計，全國進出口

3,472億美元，下降8.2%。其中，出口1,951億美

元，下降8.3%；進口1521億美元，下降8.1%；順差

430億美元，下降9.1%。

2015年1∼7月，大陸進出口總值22,244.5億美

元，同比下降7.2%。其中，出口12,648.2億美元，

微降0.8%；進口9,596.2億美元，下降14.6%。

1∼7月，一般貿易出口6,881.8億美元，增長

4.0%，占外貿出口54.4%，比去年同期提高2.5個百

分點；加工貿易出口4,376.7億美元，下降8.5%，占

外貿出口34.6%，比去年同期下降3.5個百分點。

其中，機電產品出口7,238億美元，同比增長

1.3%，占外貿出口57.3%，其中手機、燈具、船

舶等增長較快，分別增長14.5%、20.1%、6.6%。

七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2,412.9億美元，同比下

降1.1%，其中紡織品、服裝、鞋分別下降1.5%、

6.2%和1.8%。

1∼7月，民營企業出口5,643.2億美元，同比增

長4.6%，占外貿出口44.7%，比去年同期（42.4）

提高2.3個百分點；外資企業出口5,621.3億美元，同

比下降4.8%，國有企業出口1,393.7億美元，同比下

降4.3%。

1∼7月，東部10省市（北京、天津、河北、

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出

口10,548.9億美元，下降1.2%。中西部地區出口

2,121.3億美元，增長1.1%，占出口總額的16.8%，

比去年同期（16.4%）提高0.4個百分點。

天津港大爆炸　造成當地重大災情

根據大紀元8月29日報導，天津港「8‧12」特

大火災爆炸事故造成逾千人死傷，18,700多戶民房

受損，受損及被影響企業2,845家。同時這次爆炸經

濟損失也重大，僅受損的進口汽車預估就超過20億

元（人民幣），另外數百噸的氰化鈉的流失，也將對

周邊環境、生態造成無法估量的威脅。

天津大爆炸後到目前為止，包括天津前常務副市

長、安監局長楊棟樑、天津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主任武

岱（正廳級）、天津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高

懷友（副廳級）、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鄭慶

躍（正廳級）等11名相關官員落馬。涉事瑞海公司

天津港大爆炸造

成重大災情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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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於學偉、副董事長董社軒、副總經理曹海軍、

劉振國、田旺等12人已被刑事拘留。

香港《爭鳴》雜誌9月號披露，8月21日，中共

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前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在政治

局常委例會上就「8‧12」 爆炸事件做了報告，並提

出辭去副總理職務。張高麗從2007年3月至2012年

11月任天津市委書記。在任上，張高麗重點開發濱

海新區，而天津港就位於濱海新區。

財政部：前7月稅收創5年來同期最低
根據新華網北京8月27日報導指出，大陸財政部

部長樓繼偉27日表示，當前的預算執行中，中央和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全年預算目標難度較大，

收支矛盾相當明顯。

樓繼偉說明，今（2015）年1至7月，一般公

共預算收入93,849億元，為預算的60.8%，增長

7.5%，考慮11項原政府性基金轉列一般公共預算因

素後增長5.4%。稅收收入78,793億元，為2010年以

來同期最低水準。

從支出來看，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12.1%，完

成預算的52.5%。其中，全國教育、社會保障和就

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節能環保、農林水支出分

別增長16%、21.4%、19.2%、19.3%、15.4%，均

高於支出平均增長水準。

樓繼偉強調，下一步將加大力度推進重大項目建

設，提前下達2016年重大項目建設投資計劃。加大

降稅清費力度，落實完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普

惠性政策，適時將企業轉增股本和股權獎勵分期繳納

個稅試點推廣至全大陸。

大陸併購交易額創10年新高
根據香港商報8月21日報導，2015上半年大陸地

區企業併購交易活動創歷史新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20日發布報告指出，大陸企業併購活動交易金額創

10年新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發表報告指

大陸企業併購交易總數達4559宗，創歷史新高。

羅兵咸永道提供的數據顯示，科技、金融服務和

房產行業成為2015年上半年大陸併購交易的重點行

業。該機構企業併購服務主管合夥人鮑德暐介紹，此

現象背後的推動因素包括政府推動、房地產渴求資

金，以及中小企業對金融服務需求增長。

他還指出，由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700）等

行業巨頭引領的併購擴張戰略也帶動了併購交易的暢

旺。實際上，騰訊自上市以來，對外併購投資支出累

計已超過530億元，披露的投資標的累計超過80個，

幾乎遍佈互聯網的各個細分領域，未曾披露的早期項

目更是數倍於此數目，而阿里巴巴在上市前僅用九個

月就收購了33間公司，行業包括科技、互聯網、傳

媒等等。民企領跑海外併購大陸企業海外併購交易活

動亦創下歷史新高，交易數量同比增長17%，交易

金額增長24%，其中民營企業海外併購一路領先，

交易額增長達148%。

大陸政府資產111兆　負債56兆
據新華社8月3日報導，大陸中國社科院財經戰

略研究院8月3日發布的大陸政府資產負債表顯示，

截至2013年底，大陸政府負債超過56兆元，同比

增長近兩成。與此同時，大陸政府2013年資產總額

111.9兆元，同比增長近一成，增速遠低於負債增速。

根據大陸政府資產負債表2015，2010年政府資

產總計106兆元，2011年資產總計85.5兆元，2012

年資產總計101.8兆元，2013年資產總計111.8兆

元。相較於2012年，2013年政府資產增長近10%。

而反觀大陸政府的負債情況，2010年政府負債總計

40.5兆元，2011年負債總計近44兆元，2012年負債

總計47兆元，而2013年政府負債總計大幅攀升至56

兆元，同比大幅增長近20%。

具體分析這56兆的負債結構可知，2013年政府

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20.7兆，其他政府債務近10

兆，國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3.8兆，政策性銀行發行

債券近9兆，外債的其他部分為3兆，社保基金缺口

10兆。

深究2013年政府債務同比增幅近兩成的原因，

地方政府債務的攀升可能是重要因素。目前，大陸實

行以收付實現制為核算基礎的預決算報告制度，主要

反映政府預算收支等流量情況，不存在以一級政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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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的資產、負債的合併數據，尚無真正意義上的

政府資產負債表。

根據去年年底大陸國務院印發《權責發生制政府

綜合財務報告制度改革方案》，2020年地方政府資

產負債表需要向外界公開，資產和負債都將明晰。

此次發布的大陸政府資產負債表中的大陸政府一

是指政府總體，二是指政府組成部分。其中，政府組

成部分包括各種行政單位，非營利性事業單位，使用

行政事業編制或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財政撥款的社會

團體，以及由政府撥款建立、主要資金來源為政府撥

款的基金會。還包括社會保障基金，其中社會保障基

金作為單獨的主體，但不包括中央銀行。

鼓勵錯峰休假促進旅遊消費

根據新華網8月11日報導，為激發旅遊消費熱

情、擴大旅遊消費規模，大陸將實施進一步落實職工

帶薪休假制度、鼓勵彈性作息、鼓勵錯峰休假三大措

施。

11日正式公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促

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提出，把落實職工帶

薪休假制度納入議事日程，制定帶薪休假制度實施細

則或實施計畫，鼓勵錯峰休假。在既有節假日前提

下，各單位和企業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將帶薪休假

與本地傳統節日、地方特色活動相結合，安排錯峰休

假，鼓勵彈性作息，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

情況，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週五下午與週末結合外

出休閒度假。

大陸國家旅遊局副局長吳文學11日接受新華社

記者獨家專訪時說，優化休假安排直接關係到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若干意見》中提出鼓勵彈

性休假等三大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鼓勵有條件的地

區實施錯峰休假，避免大量遊客集中出遊，為遊客提

供更有品質的旅遊活動，提升遊客滿意度，激發遊客

消費熱情。

吳文學強調，以上措施是要在不影響各單位和企

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前提下，集中居民休假時間，釋

放旅遊消費潛力，促進旅遊消費增長。錯峰休假和彈

性作息是鼓勵性和宣導性政策，非強制性政策，各地

各單位在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前提下，可根據自身實際

情況自願實施。

大陸國務院8月11

日下發意見，鼓勵

職工彈性作息、錯

峰休假，以促進消

費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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