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3日，
联合国叙利亚
监督团团长罗
伯特·穆德少
将（右）接受记
者采访表示 ，
联合国叙利亚
监督团已做好
准备前往叙中
部哈马地区发
生暴力事件的
村镇调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盛来运在回答有关房地产调控与经济
增速下滑的提问时说，尽管房地产的主动调
控在短期内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调控房地产有利于国民
经济更持续健康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防止
房地产泡沫化对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冲击。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
一步巩固房地产调控的成果。”盛来运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当前我国物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物价
上涨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但是对后期物价
走势不能过分掉以轻心、过分乐观。

他说， 因为催生这一轮物价上涨的一些
因素并未根本消除。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世
界经济复苏比较缓慢，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充
足的现象没有改变，所以要防止流动性过于
宽松对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影响。

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物价走势不能太乐观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天津蓟
县莱德商厦“6·30”重大火灾事故指出，该起事故暴
露出诸多问题，国务院安委会已对该起事故的查处
实行挂牌督办，查处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通报，2012年6月30日15时40分许， 位于天津
市蓟县城区中昌北路东侧的莱德商厦发生火灾，造
成10人死亡、16人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国务院督办蓟县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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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为何“破八”
经过连续6个季度回落， 今年二季度我

国经济同比增速降到8%以下。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符合经济规

律，原因是国际经济形势恶化 ，外需不足矛
盾突出；国内房地产调控继续实施 ，内需趋
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主权债务危机虽远在欧洲，但直接影响我
国经济。而作为长期拉动经济的“龙头”，固定资
产投资也在放缓。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20.4%， 比去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特
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明显， 上半年增长
16.6%，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

一向平稳的消费 ，缺乏新 “亮点 ”。上半

年 ，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也
是此前一段时期以 “控物价 ”为重点的宏观
政策的必然反映。

增速是否继续走低
7.6%的增速是否过低？会不会出现经济

“硬着陆”？
“如果不过多纠结于8%，而是客观理性

看待经济形势的话，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 稳中有进。” 盛来运强调， 上半年
7.8%、 二季度7.6%的增速都在年初7.5%的预
期目标之上，我国经济主要指标仍运行在适
度较快增长区间。

虽然二季度经济增速“破八”，但一些新
动向值得注意。二季度 ，我国经济的环比增
速为1.8%， 比一季度回升了0.2个百分点；我

国经济的月度核心指标工业增速，五六月份
趋于稳定；投资增速从前五月的20.1%反弹到
上半年的20.4%。盛来运分析说，我国经济出
现了缓中趋稳的趋势。

“‘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正在显现，经济
出现了筑底企稳迹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下半年我
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稳中略有回升。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可以排除“硬着陆”的可能性。预计我国
经济增速将在下半年企稳，可能会略有回升。但
由于外需低迷和内部结构性问题解决起来需
要一个过程，对下半年经济增速反弹的期望值
不宜过高，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8%上下浮动。

“稳增长”如何发力
因应形势变化 ， 当前经济政策着眼于

“稳增长”，但此次“稳增长”该如何发力呢？

“要把握好‘稳增长’的 ‘度 ’和发力点 。
一方面经济增速不能滑得太快，另一方面也
要注意把经济下行压力变成结构调整动力，
使我国经济摆脱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
赖。”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

张立群指出，“稳增长” 追求的是稳住而
不是刺激增速。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已出现企
稳迹象，要落实好已出台的“稳增长”措施巩
固这一迹象，同时对经济走势加强监测预警。

专家认为，当前正是解决我国经济长期
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历史机遇。

姚景源建议， 对企业技改和自主研发，应
给予适当贴息。对小微企业，要大力度减税，不
仅帮助企业克服困难，而且有助于稳定就业。

“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 ，而不是
速度。从长远讲，只要结构调整好了，质量提
高了，民生改善了 ，速度就不是大问题 。”姚
景源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7.6%———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最近3年来首次低于8%。 是什么原因造成
经济增速 “破八”？ 怎么看待7.6%的增速？ 宏观政策又该如何应对？

三问经济增速“破八”
新华社记者 刘铮 王希 雷敏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神舟九号报
告：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身心恢复状况
一切正常，感觉良好！请大家放心，感谢全国
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13日上午9时许， 经过两周隔离恢复之
后， 神九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身着人们熟悉
的蓝色工作服， 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记者面前。
指令长景海鹏的报告， 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
声。

这是圆满完成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首
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之后，3位航天员首次
与记者见面并讲述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中鲜
为人知的幕后细节。

景海鹏：两次落泪
景海鹏透露， 在执行神九任务期间，他

曾两次落泪。
“第一次落泪是在出征前， 当我们乘

车前往发射塔架时， 望着窗外挥手送别的
人群， 我的眼泪突然流下来了。” 景海鹏第
二次落泪， 是在飞船成功着陆后， 他第一
个出舱， 看到刘洋最后一个出来时， 又一
次流泪了。

景海鹏透露 ， 在13天的太空飞行中 ，
他有两次 48小时没有睡觉 。 一次是在飞
船入轨后的两天里 ， 他几乎没有闭眼 ，
为首次进入天宫作充分准备 ； 第二次是
在返回前的 48小时 ， 他也没有睡觉 ， 而
是组织乘组重温飞行指南 ， 互相提问 ，
做到不留一丝隐患 ， 确保任务开端良好 、
结局完美 。

刘旺：“开飞船的感觉，很好！”
刘旺说：“我亲身体验到开飞船的感觉，

确实是得心应手，操纵自如，要问我的评价，
就两个字，很好！”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首次载人交会对
接任务中 ， 刘旺担负着手控交会对接的
操作任务 。 在景海鹏 、 刘洋的配合下 ，
他出色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 “我的诺
言和信心还来自于天宫和神舟 。 在天上 ，

在天宫和神舟里 ， 我感觉真的很好 。” 刘
旺说。

刘洋：“我很享受太空生活”
“我很享受太空的工作和生活，这将是

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回忆。” 女航天员刘洋
充满诗情地向记者描述执行神九任务期间
她在太空的感受。

刘洋如此描述———“太空独特的失重环
境， 使我时时刻刻都有鱼儿自由遨游的感受，

无拘无束。 所有的物品都因为失重而漂浮着
飞翔着， 与地面截然不同， 似乎一切都有了
生命， 有了趣味。 无论你的身体处于什么方
位， 都能自如地工作和生活， 这种失重带来
的种种感受很奇妙。”

图为7月13日， 航天员景海鹏 （中）、 刘旺 （右）、 刘洋在北京航天城航天员公寓与媒体见面。 新华社发

开飞船的感觉，很好！
神九航天员讲述交会对接幕后细节

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国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明显提速， “十一五” 期间， 全国
1140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和360万户中等偏
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 根据
规划， “十二五” 期间我国要建设3600万
套保障性住房……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圆
自己的 “安居梦”。

2007年8月， 国务院出台 《关于解决城
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强
调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政
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

2007年以来， 中央财政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 从当年的72亿元到2011年的1522亿

元 ， 仅仅5年的时间 ， 用于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的资金实现了20多倍的增长。

保障房建设大规模推进， 到2010年底，
全国累计用实物方式解决了近2200万户城
镇低收入和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
困难 ， 还有近400万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享受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今年， 中央加大了对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 并专门安排了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如今 ， 以廉租住房 、
经济适用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形式
的住房保障制度初步形成。

今年， 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新建廉租

住房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中央下放煤
矿棚户区改造 、 国有林区 （场 ） 棚户区
（危旧房 ） 改造和国有垦区危房改造项目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支持地方加
快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基础设施配套。

2011年，我国已经实现开工建设1000万
套保障房的目标，今年还将建设700万套以
上的保障房。可以看到，随着我国住房保障
制度的不断完善，“住有所居” 的目标将一
步步变为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保障房建设明显提速 更多居民圆了“安居梦”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3日电 叙利
亚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 叙中部哈马地区
12日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造成大量平民伤
亡。

报道说，叙利亚武装分子12日在哈马地
区一村镇“不加选择地对平民开枪”，当地民
众向政府军寻求帮助，政府军随后与武装分
子交战。3名叙政府军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叙反对派组织“地方协调委员会”称至
少有200人在冲突中遇害，但叙官方尚未对
平民伤亡情况作出回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刘为民13日表示，中方一贯强烈谴责伤害
无辜平民的行动，希望叙利亚有关各方切实
采取行动，履行自己的承诺，尽快停止暴力
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7月13日电 香港廉政公署13日公
布， 已落案起诉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与郭炳
联兄弟，以及特区政府前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罪名
包括串谋贿赂公职人员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同
时被诉的还有一名新地执行董事与一名商人。

廉政公署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5名被告共涉
及8项控罪，64岁的许仕仁与所有控罪相关， 包括被
控在担任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行政总监和政
务司司长期间，在无申报或披露情况下 ，接受免租
金使用两个住宅单位和两笔无抵押贷款。 此外，许
仕仁还被控收取由郭氏两兄弟和另外两名被告分
别提供的无抵押贷款或多笔款项；许仕仁与郭炳联
还被控就一份顾问费用发票提供虚假数据。

香港廉政公署起诉地产巨头
及特区政府前高官

尼日利亚警方7月12日证实， 一辆油罐
车当天上午在尼东南部河流州发生交通事故
并爆炸起火， 造成在现场哄抢汽油的100多
人死伤。 图为当日， 人们聚集在尼日利亚油
罐车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日本九州连日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
至18人， 另有8人失踪。 图为7月12日， 日本
九州熊本县阿苏山市的一处居民区受到暴雨
引发的山体滑坡影响。 新华社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市议会
近日申请破产保护。 此前该州斯托克顿市、
猛犸湖市已申请破产保护 。 图为7月12日 ，
在圣贝纳迪诺市市政厅门前， 一名妇女在看
报。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
13日表示， 中方拒绝日方就中国渔政船进入钓鱼岛
附近海域提出的抗议，并对日方船只干扰中方公务
船执行公务表示强烈不满。

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渔政船前往
中方管辖海域是执行正常公务。

据报道，12日，又有一艘中国渔政船进入钓鱼岛
海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 ，日方已就此
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方拒绝日方提出的抗议，并对日方船只干扰
中方公务船执行公务表示强烈不满。”刘为民说。

就菲油气招标侵犯我权益提出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刘为民13日表示，中

方已多次就菲律宾部分油气招标区块侵犯中方权
益一事提出交涉。任何国家或公司未经中国政府允
许在中国管辖海域从事油气活动都是非法的。

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敦促菲方切
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不要采取导致
南海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为维护南海的和
平稳定做出应有的努力。

据报道，菲律宾能源部副部长拉约格11日在马
尼拉能源论坛期间称，将于31日为巴拉望省西部3块
油气田举行招标，有关油气田范围均在菲专属经济
区内，所有油气均属于菲。拉约格自称该招标计划
没有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

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议富有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刘为民13日表示，12

日结束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议上，各方就东
亚区域合作以及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充分交换
了意见，增进了各方相互了解和合作，是富有成果
的一次会议。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认为关键是当事各方切
实尊重和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通过友好
协商和谈判解决存在的争议。在此过程中 ，各方应
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
动，以免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拒绝日方就我渔政船
赴钓鱼岛所提抗议

■图说天下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财政部13日公布

最新数据显示， 上半年， 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
元， 同比增长12.2%， 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增幅回落19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统计局13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2509元， 同比名义增长13.3%， 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9.7%。 统计显示， 上半年， 我国农
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4303元 ， 同比名义增长
16.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

■数字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我国部分地区13日
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武汉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昆明铁路局管内多趟列车因暴雨晚点。

武汉中心气象台13日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武汉远城区黄陂区2天降雨量普遍在300毫米以上，
主城区部分道路被淹，超市、公交、医院多人被困。

7月7日以来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已使山东省45
个县市区受灾，4人死亡。山东省减灾委、省民政厅已
紧急启动救灾应急二级响应。

云南境内13日普降暴雨，导致昆明至南京K156
次、 昆明至成都K1140次以及云南省内多趟城际列
车晚点。

我国部分地区
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统计局13日
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98222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14.4% （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4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14.4%

叙再发暴力冲突 反对派称至少200人遇害

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