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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经济数据稳中略缓
国家统计局：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姜樊）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0
月份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各
项指标出现了回落，但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前景和
潜力都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10
月份都出现了稳中略缓的势
头。其中，2017年 1-10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
户）517818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3%，增速比前三季度小幅回
落 0.2个百分点；1-10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10.3%，增速比前三季度回
落 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
持平。
“尽管一些数据月度之间
出现了小波动，但是总体上、

多维度观察，国民经济运行保
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刘爱华表示，生
产需求保持稳定、就业持续
向好、物价总体稳定、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经济运行始终
保持在合理区间，国民经济
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
好 的 发 展 态 势 持 续 发 展 ，为
更好地完成全年预期目标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爱华还补充道，从目前
的情况看，前 10个月的国民
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
目前支持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
好的因素在累积增多，主要表
现在供给、需求和预期三方面。
她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推动下，今年以来供给
体系的质量持续改善。在供给
体系质量持续改善的基础上，

需求潜力逐渐释放。今年以
来，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不断
完善消费政策，促进消费稳定
增长，另一方面注重发挥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
用，同时巩固外贸回稳的良好
态势，形成了内外需求联动的
良好格局。同时，市场预期持
续向好。
“不管从供给还是从需
求，从发展动力还是从发展
信心，从宏观到微观等各个
方面来看，支持经济下一步
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条件和
基础越来越稳固，我们有信
心、有条件继续保持中国经
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刘
爱华表示，对明年经济的判
断 也 不 能 就 增 速 谈 增 速 ，明
年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是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的。

数说

元，绝对量已超过 2014年全年， 运行中最大亮点。
接近 2015年全年水平。
荩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7.8%
2017年 10月份，规模以上 荩失业率下降至 5%以下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
2017年 1-10月份，全国房
比 9月份回落 0.4个百分点。
无论是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地产开发投资 90544亿元，同比
率还是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 名义增长 7.8%，增速比 1-9月
荩社会消费品增长 10.3%
业率，都双双降到 5%以下。31个 份回落 0.3个百分点，首次出现
从市场规模看，1-10月份， 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 8 个位数增长。过热城市的虚火已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419亿 个月保持在 5%以下。这是经济 被抑制。
荩工业增加值增长 6.2%

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纳 25 股
中国重工、万达电影等 96 只股被剔除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

明年 6月，A股将正式被纳
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这
之前，海外资金对 A股市场上
相关股票的配置，将会演绎一
次从无到有、再到多的过程。周
一夜里，MSCI发布半年一度
的指数评估结果，值得注意的
是，MSCI中国 A股 指 数 和
MSCI中国全部股票指数均有
重大调整，但 MSCI新兴市场
指数变化不大。
据悉，该指数变动将于 11
月 30日营业日结束后生效。
在 MSCI中国 A股指数
中，MSCI新增了 25家成分
股 ， 剔 除 了 96家 成 分 股 。
MSCI评估报告表示，新增的
股票中，三家最大的公司是陕
西煤业（601225），熔盛石化
（002493） 和 上 海 临 港
（600848）。
昨天，这三只 A股全部大
涨，迎接 MSCI的吸纳。但另
外 22只新增成分股的走势却
大相径庭。华新水泥
（600801）、三星医疗（601567）
等个股应声上涨，广西广电
（600936）、水井坊（600779）等
个股却该跌还跌。
在新增的 25只成分股中，
有 15只股票来自上海市场，深
市主板股票 4只，6只来自中
小板市场。从行业分布来看，多
洁）

数为周期股和消费股。此外，中
国重工（601989）、万达电影
（002739）、文投控股（600715）
等 96只成分股被剔除，相比之
前，调整幅度较大。
MSCI中国全部股票指数
（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此次变动也比较大。
MSCI在中国全部股票指数中
增加 41只股票，剔除 43只。
该指数包含了 A股、港股和在
美国上市的部分中国公司。其
中，前程无忧、鞍钢股份、国泰
君安都被新进加入。但剔除的
43只个股中，却有 42只是 A
股股票。
分析人士表示，MSCI每
半年调整一次相关指数标的，
下一次调整在明年 2月。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 MSCI中国指
数和 MSCI中国 A股指数的
调整幅度较大，但并不是年内
宣布纳入 A股的 MSCI新兴
市场指数。
MSCI新兴市场指数本次
变化较小，三家新加入的最大
企业是：洛阳钼业 （中国），
Polyus （俄罗斯）和 Grupo
Carrefour Brasil（巴西）。而同
样是 MSCI公司编制的指数，
追踪 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
资金规模要比 MSCI中国指
数和 MSCI中国 A股指数大
得多。

新入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的 25 只个股
简称
安通控股
沧州大化
方大特钢
市北高新
水井坊
新钢股份
华新水泥
上海临港
广西广电
三星医疗
陕西煤业
新集能源
西藏珠峰
今世缘
吉祥航空
韶钢松山
鲁西化工
五矿稀土
众泰汽车
华帝股份
江苏国泰
荣盛石化
雅化集团
江粉磁材
国盛金控

（代码）
（600179）
（600230）
（600507）
（600604）
（600779）
（600782）
（600801）
（600848）
（600936）
（601567）
（601225）
（601918）
（600338）
（603369）
（603885）
（000717）
（000830）
（000831）
（000980）
（002035）
（002091）
（002493）
（002497）
（002600）
（002670）

高通拒绝
千亿美元收购
博通放话不放弃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

“双通”合体困难重重。昨
天高通宣布正式拒绝博通的
收购提议，而被称为“收购狂
人”的博通则放话说将坚持收
购前者。这场半导体行业的天
价收购大戏才刚刚开始。
昨日高通称公司董事会
已拒绝了博通公司 11月 6日
主动提出的收购提议。高通执
行董事长保罗·雅各布称：“公
司董事会一致认为，博通的报
价低估了高通的价值。”高通
认为，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汽
车、边缘计算和联网等领域处
于有利地位，能为股东创造更
多的额外价值。
上周一，博通发动了这起
收购，以每股 70美元的现金
加股票方式收购高通，交易
总价值为 1300亿美元。若该
交易得以完成，将成为半导
体行业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并
购交易。
此前坊间就有各种分析
认为，高通将强烈抵制博通的
收购计划。
高通的反应应该在博通
的意料之中。博通随即也发
布声明称将坚持收购高通。
博通 CEO陈福阳依然热情
洋溢地表示：“ 此次交易将创
坤）

建一个强大的全球性公司，
将拥有行业领先技术和产品
组合。而且，我们从重要客户
那里收到了此次合并的积极
反馈。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
提议对高通股东而言，是最
具吸引力，可以提升价值的
选择。他们的反应更加鼓舞
着我们。许多人向我们表达
了他们希望高通公司与我们
会面讨论收购建议的愿望。
我们强烈希望与高通董事会
和管理团队合作。”
而在业界看来，博通将通
过提价令高通回心转意。有分
析指出，此前的报价只是投石
问路。陈福阳这位马来西亚华
裔近几年操盘了多起“蛇吞
象”收购，跃升为全球市值排
名第四的半导体制造商。
目前高通正处于低谷期，
身陷与苹果的专利纠纷，其奉
行的专利授权模式饱受质疑。
最近坊间有消息称，来自中国
的一家智能手机巨头也拒绝
支付专利费。
过去的一周来，高通股价
已经大涨了约 13%，达到目前
的 66美元上方，市值已经再
次回升到 980亿美元。而博通
能否吞下这个行业大鳄，值得
期待。

我国率先发布
5G 中频段使用规划
产业链上的各大厂商和运营商都在赛跑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

我国 5G频率使用规划取
得重大进展。昨日，工信部正
式发布 5G系统在中频段内的
频率使用规划。
规 划 明 确 了
3300-3400MHz（原则上限室
内使用）、3400-3600MHz和
4800-5000MHz 频 段 作 为
5G系统的工作频段。由此，我
国成为国际上率先发布 5G系
统在中频段内频率使用规划
的国家。
工信部指出，5G系统是
我国实施“网络强国”“ 制造
强国”战略的重要信息基础
设施，更是发展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的高地。频率资源
是研发、部署 5G系统最关键
的基础资源。5G系统需要
高、中、低不同频段的工作频
率，以满足覆盖、容量、连接
数密度等多项关键性能指标
坤）

的要求。本次发布的中频段
5G系统频率能够兼顾系统
覆盖和大容量的基本需求，
是我国 5G系统先期部署的
主要频段。
此次工信部率先发布 5G
系统在中频段的频率使用规
划，将对我国 5G系统技术研
发、试验和标准等制定以及产
业链成熟起到重要先导作用。
后续，工信部将继续为 5G系
统的应用和发展规划调整出包
含高频段、低频段在内的更多
的频率资源。
目前全球 5G标准尚未确
定，不过第一基础版本将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产业链上的各
大厂商和运营商都在赛跑。按
照中国运营商的部署，目前在
部分城市展开试点，2018年会
开展较大规模的外场实验，最
快在 2018年试商用，2020年
全国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