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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我国上半年 7%的经济增速数
据发布后，由于超出了部分国际机
构和一些专家的预测，由此引发了
对我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习惯性怀
疑。这些怀疑大多没有基于严谨扎
实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片面的论据
来质疑全局：第一类是认为我国
GDP 平减指数被低估，从而导致实
际经济增速被高估；第二类是从实
物量增速较低推断经济增速应较
低；第三类是通过调查问卷得到所
谓真实的增长数据。但经过深入分
析可知，我国的经济增速既符合普
遍预期，也具有基本面支撑。

一、对中国统计数据质疑由来已
久但常被证伪

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由来
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停过，特
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时
候，质疑声音会相对更大。但大多数对
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在事后都被证
明是错的，有时候还错得非常离谱。为
了回应这种质疑，我国统计部门多次
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经济数据
全面普查，结果表明经济普查增长数
据基本与核算数据一致。

二、7%的增速符合普遍预期
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之前，国

内和国际多家研究机构均预测经济
增速在 7%左右。国内研究机构，如中
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
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机构以
及多家高校均预测经济增速在 6.9%
至 7.1%之间。国际研究机构，如世界

银行对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的估计数
据为 7.1%，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预测数据为 7%，皆与实际发布数据基
本相符。

三、认为 GDP 平减指数被低估导
致经济增速高估存在逻辑混乱

最近有研究认为，中国 GDP 平减
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下降的影响，
导致中国 GDP 增速被高估 1 至 2 个
百分点，这种说法存在逻辑混乱。一是
进口价格下降对中国不变价 GDP 增
长核算影响有限。我国已经形成了以
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业使
用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投入非
常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其影
响甚微。在整体工业的中间品投入中，
进口品比重不足 10%，且大宗商品的
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趋同，因此不变
价工业增加值核算受到进口价格的影
响也有限。二是不变价 GDP 增速与
GDP 平减指数无关。根据主要经济体
核算制度，GDP 平减指数不是类似于
CPI 的调查统计数据，而是先核算得到
现价 GDP 和不变价 GDP，然后根据二
者计算得到的。也就是说，现价 GDP
和不变价 GDP 的核算数据决定了
GDP 平减指数，而不变价 GDP 核算与
GDP 平减指数无关。因此，“GDP 平减
指数低估导致 GDP 实际增速高估”的
说法，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四、经济转型期实物指标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

有的国际研究机构是从用电量、运
输量等实物指数的增长速度推断得出中

国经济增速应远低于 7%。但是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
实物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随之改
变。一是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2015 年
上半年，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到
49.5%，较 2007 年提高了 6.6 个百分
点，而服务业每单位增加值耗电量仅相
当于工业的 15%，且其物质原材料投入
和实物产出的规模都远远少于第二产
业，运输需求也大大降低。服务业比重的
大幅上升必将改变用电量、运输量等实
物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二是医
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高
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占比大幅提高，而
这些行业具有低能耗、高附加值等特征。
这种结构调整必然导致单位 GDP 能耗
的持续下降，直接降低用电需求与货运
需求增速，这也会改变用电量、运输量等
实物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另外，
从历史数据也可看出，实物量指标与经
济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存在一定波动范
围，在经济上升和下降期也存在较大差
别。因此，仅仅根据用电量、运输量等几
个实物量指标与经济增速的弹性关系就
得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整体高估的结论
是不可靠的。

五、通过简单问卷调查就得出结论
太过武断

还有媒体、机构仅仅通过调查问卷，
就认为所谓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
7%，未免太过武断。从统计学角度讲，问
卷调查得到结论本身就容易受到样本年
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主观倾
向等方面的限制而可能无法真正客观反

映现实情况，因此得到的结论往往出现
以点代面问题，无法真正得出与事实一
致的结论。以部分全球投资者、分析师和
交易商为调查对象，这些国外个体对于
中国经济的判断限于其从事的领域而可
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部分分析师认
为，外部需求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对中国
商品需求减少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速的
大幅回落，这明显忽略了中国庞大的国
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事实上，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未来增
长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

六、7%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基本面
支撑

一是供给面回稳。上半年，占 GDP
比重近 90%的工业和服务业实现止跌
回稳，工业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服
务业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供给面回稳提高必然推动总体经济止
跌回稳。二是需求面基本稳定。上半年
实际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和出口也
在二季度出现了回稳迹象。三是部分区
域增长提速。占全国 GDP 比重大、转型
早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上半年经
济增长快于全国水平，GDP 排名前五位
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经济
增速二季度快于一季度。四是民生数据
表现亮丽。首先，就业增长良好。上半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718 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 71.8%，1 至 8 月份完成全
年目标 95.2%。其次，居民收入增长较
快。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实际增长 7.6%，比经济增速高 0.6 个
百分点。 经济日报

发改委专家：经济增速 7%是可信的 具有基本面支撑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知晓一种惩罚
通信诈骗的方法：即通过连续 3 次登陆
对方网银账号故意输错密码，即可暂时
锁死对方账户阻止其提款。9 月 23 日，
江苏省扬州警方向社会通报一起 “老
板”诈骗案件，并提醒市民，此举虽可暂
时自救，但并非万能之术。

同时，警方提醒，此举并不能锁死线
下取款，即 ATM 机取款，所以无法达到
彻底冻结账户的目的。而且，锁死网银有
24小时的时间限定，过了 24 小时，骗子
仍能恢复网银操作。

案件要从今年 7 月 3 日说起。当
天，扬州市广陵公安分局汶河派出所接
到某宾馆会计报警称：自己在上班时，通
过 QQ添加了所谓公司“老板”。之后，
“老板”即要求其汇款，其通过网银先后
4次给对方汇去了人民币 65 万元，后经
与老板联系，方知被骗。

该所值班副所长郝平听完受害人简
要陈述，判断出犯罪分子应还未全部提
取账户内的金额，即与某银行取得联系，
查询到对方的开户信息在深圳。果不其
然，最后一笔 30 万金额仍在犯罪分子
的账户内，显然犯罪分子还没有来得及
提取。

根据经验，郝平即让受害人在对方
网银账号上面故意输错密码三次，使银
行账号暂时冻结。

采取了这种方式暂时冻结银行卡
后，民警未来得及松口气，深圳开户行又
传来消息。原来，这种方式只能让银行卡
冻结 24 小时，更最为重要的是深圳开
户行并不认可扬州广陵警方传真过去的
相关证明手续，要求受害人必须到该行
所在地派出所报案，且表示，如果开户人
拿身份证到银行解除冻结，他们也没有
办法阻止。

为了保证受害人挽回损失，汶河派
出所立即安排郝平与受害人连夜飞抵深
圳，会同正在深圳出差办案的扬州市公
安局网安大队负责人与深圳警方和某银
行交涉。

由于行动迅速，赶在银行上班之际
成功冻结骗子账户，并为受害群众经济
损失 30万。

现实生活中，不少网友认为打开网
上银行，输入骗子发来的账号，随便输入
3 次错误密码，骗子账号会被冻结，次日
才能登录。

“输错密码锁卡”是不是“万能之
术”？扬州汶河派出所所长赵剑提醒公
众，如今银行方面的相关安全设计，锁死
了骗子的网银账户密码，是可以有效防
止骗子通过网银迅速转走大额款项。本
案中，受害人也是先行通过锁死骗子银
行卡取款密码得以自救。

但此举却不能锁死线下取款，即
ATM 机取款，所以无法达到彻底冻结
账户的目的。而且，锁死网银有 24小时
的时间限定，过了 24 小时，骗子仍能恢
复网银操作。

警方提醒，公众一旦发现受骗将钱
转入骗子账户，除要快速采取自救措施
外，还应第一时间报案，由警方依法彻底
查封冻结骗子账号，这样才可阻止骗子
在线上线下的一切取款或转账的操作。

中国新闻网

故意输错密码致银行卡被锁
追回被骗款项 30万

内蒙古额济纳旗秋季，金色的胡杨树，胡杨林，纯净的蓝天。 新华网

当前，抗生素使用在全球稳步增
长，这主要是受中低收入国家使用量
增长的驱使，近日一项报告这样表示。
这项成果明确揭示了这些药物在如何
被使用以及在哪里使用，研究还分析
了当下泛滥的各种不同的抗生素耐药
性。

美国华盛顿特区非营利组织———
动态疾病、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
（CDDEP）根据对科学文献以及国家
和地区监测系统的分析，计算并绘制
了 39个国家 12种细菌的抗生素耐药
性地图，另外还有 69个国家过去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的抗生素使用趋势。

从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全球抗
生素消费量增长了 30%。这一增长主
要是受到诸如南非、印度等国家使用
量增长的驱动，在这些国家和一些贫
困地区，抗生素在各种药店的柜台上
随处可见。其带来的后果已日益明显，
例如，印度导致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克
雷伯氏菌，对一种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的耐药性从 2008 年的 29%，增长到
2014 年的 57%。与此相对，在美国和
欧洲，仅有不超过 10%的克雷伯氏菌
产生了耐药性。

这项报告还发现，全球牲畜中抗
生素使用量也在攀升。该问题在中国

尤其严重，而且这一领域抗生素消费量
在 2030 年可能翻一番。

相反，高收入国家已经开始针对抗
生素使用加强管制，并且相关措施已经
见效。例如，报告称，过去 8 年来，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
在英国等很多地区已经显著下降。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发人深省的
报告。”美国伊利诺伊州国际健康管理
协会科学主管Daniel Sahm说。一直以
来很难收集到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他表
示，新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可能含有一些
不足之处，因此可能会促进更加严格的
监测。 中国科学报

全球抗生素使用报告出台 使用量攀升尤其中国

今年三月份，在巴塞罗那 MWC
世界移动通讯展 2015 大会上，国产
新兴手机厂商奕骆 innos 展示了一
款拥有 6000mAh 电池容量的手
机———奕骆 D6000，开创了全新的双
电池结构方案。此方案一出简直骇人
听闻，现场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媒体的
关注。据悉，D6000 采用了独特的“双
电池结构”，由 2480mAh 的内置电
池和 3520mAh 的可更换电池组成，
可以不关机换电池。这个我们之前听
都没听过的解决方案，将能给现有手
机厂商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和启发
呢？

新型的“电池结构”
让手机“永不断电”

这次 MWC2015 上发布的 in-
nos D6000 屏幕并不大，5 寸多的屏

幕普通手机也就做个 2500mAh 左
右 ，innos D6000 不 但 做 到 了
6000mAh，而且还可以更换电池，它
是怎么做到的呢？ 奕骆 D6000 的厚
度之所以能做到 11mm （略厚于 i-
Phone4s），其原因是采用了全新的
设计方案“双电池结构”。它与传统手
机的内部结构不同，奕骆 D6000 是通
过将手机内的元器件重新排布，为电
池仓腾出更多的空间，再利用这些空
间，上下叠加放入两块大小不同的电
池。这样重新定义的手机结构设计，才
使得电池容量在高达 6000 毫安的情
况下，机身依然保持与正常手机相似
的厚度。并且，即便去掉电池，手机仍
会保持开机状态。

双电池结构的优势

充电安全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

题。如何在提高电池容量的同时又能保
证充电安全，这确实难倒了不少手机厂
商。奕骆 D6000 给出的双电池方案，在
通过优化空间结构从而增加电池容量的
同时，在充电安全方面也有突破性的创
新。“双通道智能极充（DuoCharge）”
技术将大电芯一分为二，手机在充电状
态时，内置芯片的智能算法分配出两路
小安全电流，对手机并行充电，使得充电
效率大大提高。并且还能有效减少因充
电引起的电池发热问题，从而延长电池
寿命。

据悉innosD6000自从上市后，七月
份国外订单已经爆满，国内又完全断货。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电源管理上有着
创新理念的奕骆D6000，自从参加了京东
众筹后仅两天时间，预订就达到了30万
的众筹标准，打破了业界记录。

深圳特区报

最奇葩的手机 让手机永不断电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过
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中有
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枪”。可见，毛
泽东对枪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
识。可毛泽东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
也很少见他佩枪的影像。

唯一的一次，毛泽东高兴地背上
了“匣子枪”

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在井冈
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
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
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
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 5 月 4
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
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
会。在这次会上，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
的毛泽东居然一反常态地挎上了一把
匣子枪。据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的陈士榘将军回忆：“我清楚地记得，
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
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
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
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不过，
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
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8341 部队代号与毛泽东的步枪
编号有关吗?

曾有这样的传闻：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建立了一支代号为“8341”的中
央警卫部队，即中央警卫团。传说这与
毛泽东早年从军时所佩带的一支步枪
有关。青年时代，毛泽东怀抱救国之
志，参加了湖南的新军，他持枪的编号
就是“8341”。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8341”部队的代号其实跟毛泽东当
年持枪的编号没有关系。新中国成立
后，我军的每一支部队都会用一个代
号来代替正式的名称。“8341”部队
这个代号就是由总参谋部下达的。而
且所有部队代号使用过一段时间后都
必须更换。新的代号使用后，旧的代号
就要停止使用。1976 年粉碎 “四人
帮”后，中央警卫团恢复中央警卫师
的番号，“8341” 这组数字早就不再
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代号。

“甲字第一号”持枪证所有者根
本没有领过枪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展
览中，有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
证，枪证的编号为 “甲字第一号”。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解放大军
进驻城中。由于社会治安尚未完全稳
定，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央决定给每位
中央首长配发一支枪，以备不时之需。
保卫部门给毛泽东发了一张持枪证。
毛泽东的枪证是“甲字第一号”。在枪
证“注意”一栏中写明：“本区门卫，
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
遗失，绝不补发。”除此之外，枪证上
“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
都是空白的，没有写上任何的内容。这
是怎么回事？原来，保卫部门在给毛泽
东发了持枪证后，并没有给毛泽东配
枪，所以有关枪支的具体情况也就无
法填写。为什么没有配枪，其中的原因
不得而知。

由此看来，毛泽东拿着的是一张
没有实质内容的持枪证。

建国后，唯一一张毛泽东持枪瞄
准照

人们熟知的一张毛泽东持枪照摄
于 1964 年，它取材于我军军事训练
史上“百日辉煌”的全军大比武的背
景下。而这场席卷全军、规模空前的全
军大比武浪潮的发端与一个人息息相
关，这个人就是郭兴福。

1960年以来，时任解放军南京军
区某部二连副连长的郭兴福在多年的
教学中，吸取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
的优点，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
作结合起来，总结了一套从实战出发
从难从严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南京军
区领导的肯定。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作

郭兴福教学法。它一经总参《军训简报》
刊发，就引起分管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
英元帅的注意。1963 年 12月，他来到南
京、镇江等地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
表演并非常赞赏。随后撰写报告给中央
军委和毛泽东，详细介绍了郭兴福教学
法，并建议推广。毛泽东仔细审读了叶剑
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
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
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等文字时，在下
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杠线，说：这一条我最
感兴趣。且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练
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是一
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 1月，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
英的报告。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
瑞卿在南京举行的全军学习推广步兵某
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的把练思想、练作风
和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练兵方
法现场会上，提出了举行全军比武的建
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很快，郭兴
福教学法在全军得到普及。随之而来的是
一场规模空前、高潮迭起、席卷全军的军
事训练大比武。半年时间，各军兵种分18
个片区，参加比武的共有 3318 个单位、
3.3万余人、3766个项目，共评出 694个
尖子单位、3070名尖子个人。

1964 年 6 月 10 日晚，罗瑞卿接到
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毛主席要到训练
场看军事表演。6 月 15日下午，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练兵场。在北京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各地领导人也
一同到来。来自全军各部队的军事技术
尖子，进行了精彩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毛泽东在观看了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
哲 40 秒内射出 40发子弹、命中 40 块
钢靶，其间还 4 次压弹的射击表演后，
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
的枪拿来看看！”他端起宋世哲使用的
56 式半自动步枪，仔细地察看，又举枪
做了瞄准动作。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
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了
唯一的一张毛泽东举枪瞄准的历史瞬
间。

善用兵却不用枪的军事家
毛泽东不带枪的原因，我们无法从

他的口中或是写下的文字中探得，作为
后人只能大胆揣度如下：

首先，文人情结，性格使然。毛泽东
的气质与枪是不搭调的。喜爱读书的习
惯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的床榻
总有一半的地方摆放着书籍。书和笔是
伴随他革命生涯的伙伴，他善于从书中
获取知识，善于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智
慧，善于从客观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通过
博览群书他不仅增长了见闻，更加增添
了一份指挥若定、处危不惊的淡然与从
容。于是有了陕北御敌，行踪缥缈；四渡
赤水，兵行险着；万里长征，苦若云浮；抗
日战争，剑斩倭敌；三大战役，指点江山。

毛泽东的性格是自由不羁，天马行
空的。《沁园春·雪》中流露出的大气磅
礴、雄浑壮伟，足以让人们相信，他的骨
子里带有的一种与天地融合的宽阔胸
怀。所以，军人的严谨和刻板，并不适合
随意、不拘小节的毛泽东。曾与毛泽东和
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这样描述对二
人的印象：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
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
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
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其次，对战友、部下的信任。红军时
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袖
珍手枪。它做工非常精致，样式也很漂
亮。下级将枪交给了林彪，看到它的第一
眼林彪就喜欢上了。后来，考虑到毛泽东
身上没有枪，他就想把枪送给毛泽东。可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也不看就
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
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这或许可
以说明一件事情：毛泽东是深信部下的。
他相信将领，相信警卫，相信爱戴他的民
众。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带枪的
必要。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与枪的故事

9 月 23 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建设和
网络提速降费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各级电信企业要推出流量不清零、
流量共享等创新服务。这对于期待流
量不清零的老百姓来说，可算是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

“实施意见”提出，通信管理部门
要督促各级电信企业严格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降低网费的相关要求，开展宽
带免费提速和降价活动，调整资费结
构，推出流量共享、流量不清零、流量
交易等创新服务，降低单位带宽价格
和流量价格，提升性价比，让广大用户
用得实惠。

同时，加快推进 4G 网络建设。到
2017 年底，全省所有设区市的城区和
大部分非设区市的城区家庭具备
100Mbps (兆比特每秒)光纤接入能
力，推动部分市区率先实现“全光网

城市”，95%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到
村，4G 全面覆盖城市和农村。

“实施意见”要求通信管理部门加
强对电信资费和宽带接入服务监管，建
立健全维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电信
企业不得与建设项目开发企业和管理单
位等签订接入和使用宽带网络设施垄断
性协议，限制其他企业市场进入，损害用
户自由选择权利；积极推进宽带接入网
开放和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等工作，
推动电信市场开放，促进电信企业提高
服务质量、降低资费水平。

此外，“创客”们也将享受到网络提
速降费带来的实惠，“实施意见”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对众创空间的宽带网络费
用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各地还将开放公
有单位建筑物和市政、公路、铁路、民航
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用于支持宽带网
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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