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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5 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
2015 年中国全年 GDP 为 676708 亿
元，增速为 6.9%。单从增速来看，比去
年略低 0.4 个百分点，但是整体来看，
6.9%的增长速度来之不易。

从国际方面来看，2015 年国际经
济形势并不乐观，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乏力，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贸易低
迷，金融风险增加，这些因素都对中国
经济产生了影响。但是，即使面对如此
的外部环境，在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横
向比较中，中国 6.9%的速度还是一枝
独秀，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仍在 25%以上。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
济总量已经达世界第二，6.9%看起来
虽然不如过去动辄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亮眼，但是实际增长量并不小。实际
上，2015 年 GDP 总量比 2014 年增加
了超过 4 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
过了瑞典或者阿根廷的 GDP。

经济增长不光要看速度，还要看
质量。2015 年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
产业优化升级的一年。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从数据看，
2015 年第三产业增速 8.3%，从增速
上大幅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
且在增加值总量上超过了第一和第二
产业的总和。还有一个数据更能体现

第三产业的崛起：2015 年服务业税收
占到全国税收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且
占到增量的 80%。

在产能结构调整方面，六大高耗
能工业增速回落明显，从而影响了整
个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落后产能的
淘汰和转型升级必然带来一些阵痛，
但是这正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
实施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落后
产能被淘汰的同时，高新技术产能在
增长。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4.1 个百分点。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单纯的 GDP高增长已经不
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的最
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
2015 年全国居民收入依然保持较高
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东西部地域
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人民生活进一步
改善，同时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基本平
稳，就业基本稳定。

2016 年是 “十三五” 的开局之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的开局之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
型升级将进入关键阶段。面对仍然纷
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经济中
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尚需社会
各界付出不懈努力。 人民网

中国经济 2015 年报：6.9%成色足

2016 年 1 月 10 日，游客
在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小雾
凇岛迷人的雾凇美景前拍照留
念。当日，受适宜的温度影响，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呈现
出玉树琼花、洁白无暇的雾凇
奇观，吸引了众多游客沉醉在
2016年首场最美丽的雾凇美景
前驻足观赏，合影留念。

人民网

小周是东阳一名淘宝店主。去年
11 月的一天，一名顾客联系小周，说
要从他这里定制一批货，并要求小周
加 QQ聊。

随后，买家从 QQ 上发来 3 张图
片。小周没多想，点了其中一张。谁知，
这一点，就点没了 13 万余元。

删了可疑图片、杀了毒
电脑还是中了木马
其实，小周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
对方发来图片后，小周点了一下，

没点开，当时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淘宝官方经常宣传类似的事情，文件
打不开可能是有问题，所以一打不开

图片，我马上把图片删除了。”
紧接着，小周删除了这名客户，还

用杀毒软件查杀了一遍电脑，没发现
有什么异常，小周也就没把这件事放
在心上。

没想到，四五天后，小周早上起床，
看见手机里有多条支付宝交易短信。

“我马上登录电脑查自己的账户
明细，有多笔转账和消费，帐号上总共
少了 13 万多，交易时间都是当天凌
晨。”

小周立即报警，并联系了支付宝
公司，后者对小周被盗的部分钱款进
行了先行赔付。

电脑不关机，支付宝没有二次验
证

嫌犯因此轻易得手
不久，两名犯罪嫌疑人林某和林某

某落网，他们就是发图片给小周的人。
两人交代，他们属于一个利用木

马程序盗窃他人钱财的犯罪团伙。该
团伙专门以网店为作案目标，以看货
物款式的名义，将含有木马程序的图
片发给卖家。卖家点击图片后，木马程
序就植入了对方电脑。

之后，他们趁夜深人静卖家休息，
远程操控中了木马的电脑，窃取网络
资金账户密码，进行转账操作。

他们说，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有
些电脑即使中了木马，也不一定会操
作成功。

一是远程操控必须在电脑开机状
态下，假如关机，木马就不能运行；另
外，如果店家的支付宝账户安全级别
较高就无法得手，如手机二次验证等。

正好，小周的电脑平时都不关机，
而他的支付宝账户，设置了转账 500
元以内、消费 1000 元以内不需要二次
验证，这让不法分子得以通过多笔小
额操作作案。

目前，警方还在对该案作进
一步侦查。 钱江晚报

点了 1张图片支付宝少了 13万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
全国出生人口为 1655 万人，比 2014
年减少 32 万人。在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生人口会下
降？元月 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
司负责人指出，生肖偏好系其中主要
原因之一。该负责人表示，2015 年出
生人口变动在预期范围之内，初步估
算“十三五”期间每年出生人口将在
1750 万至 2100万人之间。

23 省份出生人口减少
测算表明，影响出生人口的因素

主要有两个，一是生肖偏好。2015 年
是农历羊年，一些家庭有推迟生育的
情况，且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23个省份的
出生人口数量比上年有所减少，2 个
省份基本持平，6个省份略有增加。

2015 年 7 月以后，一些地方孕妇
建档数明显增加，将在猴年生育。例
如，北京 2015 年 7月孕妇建档数同比
增加 21%、环比增加 36%，2016 年出
生人口将比上年明显增加。

一孩生育呈减少趋势
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负责人指

出，导致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另一个
主要原因是一孩生育减少的量大于二
孩生育增加的量。2015 年出生总量
中，一孩生育减少 85 万左右，二孩生
育增加 45 万左右。

究其原因，受人口年龄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呈下降
趋势。2011 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达到
峰值后开始减少，2015 年 15 岁 -49
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 500 万
人，其中 20 岁 -29 岁生育旺盛期育

龄妇女数量减少约 150 万人。
未来受育龄妇女总量减少和人们

的生育行为更加理性、推迟生育等因
素影响，一孩生育仍将呈减少趋势。

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
下出生人口下降，是否说明生育政策
效应不足？对此，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
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
卫平指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按照“双
独两孩”“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的
节奏稳步实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
步放松对二孩生育的限制，鼓励按政
策生育，主要会影响二孩出生。

第二孩比重逐年上升
数据分析表明，2014 年我国出生

人口总量中第一孩比重为 60%，第二
孩及以上比重为 40%；2015 年出生人
口总量中第一孩比重下降为 57%，第

二孩及以上比重上升为 43%。预计到
2018 年出生人口总量中第一孩比重
会下降到 46%左右，第二孩及以上比
重上升为 54%左右。2015 年比 2013
年二孩增加 141 万人，主要是“单独
两孩” 政策的效果———生育政策对提
高二孩出生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显
现。

姜卫平指出，2015 年 “单独两
孩”政策平稳实施，出生人口总量在正
常范围内波动，人口形势总体平稳。

姜卫平介绍，1990 年以来我国出
生人口呈现波动下降趋势，1990 年我
国出生人口 2391 万，2000 年下降到
1771 万，2010 年继续下降到 1592
万。1992 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幅度最
大，为 140 万人。

京华时报

卫计委回应去年出生人口下降：受生肖偏好影响

伙同他人设套抢劫网吧老板被刑
拘,亲友求助“能人”吴某“捞人”。为
达目的,吴某冒充省领导秘书,伪造工
作证,大模大样地到公安局“过问”案
子,不想伎俩被办案民警识破。

近日, 吴某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

帮修电脑反被抢
高某是太原市小店区一家网吧的

经营者。2015 年 6 月 13 日 13 时许,
当他路过大马社区时, 碰到一名经常
来网吧上网的年轻女子(在逃)。

见到高某, 年轻女子声称电脑出
了点问题,想请他帮忙修理一下,高某
以自己对修电脑不在行为由拒绝。在
该女子再三要求下, 高某最终答应过
去看看。

然而, 当高某随年轻女子来到其
位于大马社区的租住房内时, 才发现

女子房间根本没有电脑。就在他和女
子说了几句话后, 两名中年男子葛某
和罗某(在逃)闯进来,声称高某欺负了
罗某女朋友。

感觉自己被下套的高某没敢多
说,随后便被葛某和罗某搜身,并抢走
身上的 4000 元。葛某等人离开后,高
某思前想后准备报警, 但下楼后未找
见犯罪嫌疑人。

路遇“劫匪”送警察
2015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在大马社区附近的高某再次碰到年轻
女子, 随后上前一把揪住了对方。此
时,旁边一名男子过来解围,高某一看
正是抢劫自己的罗某。

面对生气的高某, 罗某承认之前
抢钱的事, 希望退还 3000 元了事,并
当场拿出 500 元给高某。剩余的钱罗
某让高某跟他回家取。

高某随后打电话叫来朋友李某,

一起跟随罗某去取钱。途中,罗某向两
名老乡借了 1500 元给高某。

出于安全考虑, 李某和高某到罗
某租住的院子后, 让罗某自己进去取
钱,他们在门口等候。不料,罗某不仅
没再出来,还从里面反锁了院门。

感觉被忽悠的高某只能和李某离
开。

几天后, 高某又在大马社区附近
路遇罗某,便上前催要欠款。没想到,
钱没拿到竟遭罗某喷辣椒水, 还被闻
讯赶来的葛某一顿殴打。

此后, 气愤不已的高某便开始在
附近寻找罗某和葛某。2015 年 10 月
26 日下午,高某碰到葛某,便与弟弟
等人将葛某扭送到了派出所。

造假“捞人”终落网
葛某被抓捕归案的消息传来,急

坏了亲友席某。多方辗转, 席某找到
“能人”吴某帮忙。

吴某自称是一名副省长的秘书,
认识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的局长,
可以先帮忙问问案情。随后,便带着席
某去找办案民警了解案情。

亲眼目睹吴某说话做事的派头,
席某对吴某的身份和能力更加深信不
疑。

2015 年 11 月底, 席某拿出 3 万
元给吴某用于“疏通关系”。而后,吴
某多次联系办案民警,希望能“关照”
葛某,并且还拿着为葛某“伸冤”的材
料到小店分局反映情况, 其间还拿出
一张印有“纪检执法”字样的证件出
示给民警看。

面对吴某的几次上门折腾, 办案
民警起了疑心, 立即对吴某的身份进
行核实。核实后发现,吴某其实只是太
原一名国企员工, 其所谓省领导秘书
的身份为冒充,出示的工作证是花 50
元伪造的。 法制日报

冒充领导秘书捞人 到公安局“过问”案子被捕

编者按：1935 年 1 月 15 日，一次扭转
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
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
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
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
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
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
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
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此次会议，毛泽东
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最先透露遵
义会议相关情况，会上的发言是“主要的
报告”，最先将此次会议简称 “遵义会
议”。

毛泽东最先提议 “搞个扩大会议”
最先将此次会议简称为“遵义会议”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
义。193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
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
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
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
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
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
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
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
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
整方案。毛泽东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
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
根据实际情况定。”。后来也是毛泽东最
先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 “遵义
会议”。

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力挺毛泽
东指挥红军

1935 年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

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王稼祥当时
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他为遵义会议的
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
出了重大贡献。王稼祥指出：事实证明，中
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
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
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
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
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
挥。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
畅快。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
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
的领导。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
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
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为周恩来 增
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席遵义会议的书记处书记（又称作
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
人。其中前三人作为书记处书记（常委），
分别担任党、政、军主要职务。他们作为中
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遵义会议，是很
清楚的，也没有争议。有关陈云出席遵义
会议时的身份是政治局常委 （即书记），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一生》 一文中记载：
陈云 1931 年 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
补选为中央委员，9 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
成员；1932 年 3 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 年 1 月在中
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常委。红军长征中，他先担任后卫军团
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后改任中央纵队政
委。进入遵义后，他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
委。这从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
纲》中亦可得到印证。陈云出席遵义会议
时的身份确实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
又增加了毛泽东。毛泽东出席会议时是政
治局委员，会上他被补选为常委。这是遵
义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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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曾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近期，国际油价继续探底，目前已经
跌破每桶 30美元，创下 12 年来新低，国
际油价也因此进入“2时代”。

国际油价仍有下探可能
中宇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外盘 2016

年 1 月 19 日，WTI 原油期货收盘价每桶
28.46 美元，为 2003 年 9 月 22 日每桶
26.96 美元以来最低，布伦特原油期货收
盘价每桶 28.76 美元，也是维持 12 年低
位运行。

中宇资讯分析师桑潇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供应过剩的背景，导致市场信
心丧失，加之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利空因素
影响，国际油价回暖迹象不足，排除地缘
政治风险等不可抗力因素，预计国际油价
短期出现明显反弹、重上每桶 40 美元的
可能不大，中长期或持续低价位运行为
主，存在进一步下探的可能。

有研究机构认为，原油市场供应过剩
的格局将继续贯穿 2016 年，预测国际油
价会跌至每桶 20美元甚至更低的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中东地区每桶
十几美元甚至是几美元的开采成本，其他
地区石油产出成本较高，所以在油价探
底、收入降低的过程中，来自于非欧佩克
国家的压力要远大于欧佩克成员国，也因
此，2016 年非欧佩克石油供应量预期缩
减，IEA报告最新预计，这一数据将达每
日 60万桶。

但是，在桑潇看来，仅仅每日 60 万桶
的供应缩减量远不能对油市形成明显支
撑。在缺乏非欧佩克国家配合的情况下，
欧佩克在 2015 年 12 月份例行会议上放
弃产出配额限制，高产策略进一步表明了
在市场份额战上要奉陪到底的决心。石油
产量减少的局面或许很难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里出现。

因此，业内普遍对国际油价走势持悲
观态度。

隆众石化通原油分析师李彦也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当前国际油价已经跌
破每桶 30 美元，跌至每桶 28 美元附近。
而随着伊朗的制裁被解除，预计其原油出
口量未来将继续提升每日 50万桶 - 每日
100 万桶，这无疑将加剧供应过剩的局
面。当前油价即将向下测试每桶 25 美元
的关口，如果每桶 25 美元依然守不住，那
么每桶 20美元就也不再遥远。

三桶油都将“非常困难”
《证券日报》 记者了解到，1 月 19

日，中海油召开了 2016 年经营策略和发
展计划发布会。

中海油 2016 年资本支出继续下调。
公司预计 2016 年资本支出总额将低于
600 亿元人民币。其中，勘探、开发和生产

別资本化支出分 约占 19%、64%和 13%。
公司将通过控制成本提高效益，确保在资
本支出下降的情况下，完成公司全年各项
目标。

据了解，中海油资本支出在 2014 年
为 1070 亿元，在 2015 年降至 672 亿元，
两年时间资本支出降低了 45%。

同时，中海油下调 2016 年的净产量目标
定为 470 百万桶至 485百万桶油当量。这
是公司自 1999 年上市以来首次调低产量
目标。

中海油首席财务官钟华表示：“为应
对低油价所带来的持续冲击，公司将保持
审慎的财务政策，并继续强化成本控制措
施，实现勘探、开发和生产等各项业务的
稳健发展。”

实际上，从 2014 年开始，中海油致力
于降本增效。2015 年降本措施看到了初
步成效，桶油成本降至每桶 41.24 美元。

但目前国际油价“跌跌不休”，日前
已经跌入“2时代”。这意味着中海油每生
产一桶油都是亏损的。

中海油首席执行官李凡荣在会上表
示，目前市场预期原油价格在 2016 年还
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油气行业面临较
大挑战，如果假定全年油价低于每桶 30
美元，那公司就会非常困难。希望降本幅
度能跑赢油价跌幅，但是这不现实。

中宇资讯分析师张永浩向 《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中海油这个桶油成本，应该
是摊薄了极难开采的深海油气资源以及
包括尼克森资产的油砂资源开采成本，而
这些资源的开采成本要高于一般的陆上
资源。

除了中海油，今年低油价的持续，对
于中石油和中石化来说，日子也都将非常
难过。尽管桶油成本有可能低于中海油，
但低于每桶 30美元的油价，让它们不堪
重负。

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就表示，2016
年将是公司发展极为困难的一年，各部
门、各单位要立足于应对国际油价可能较
长时期低位运行的困难局势。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前不久发布的 《2016 年石油产业前
景预测与启示》报告称，2016 年中石油与
中石化的石油生产板块恐出现亏损。

需要一提的是，前不久，发改委对成
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调整，设置了成品油
调控下限每桶 40美元，即低于每桶 40 美
元，则国内成品油不进行调整。

对此，发改委表示，将调控下限设定
为每桶 40美元，是综合考虑国内原油开
采成本、国际市场油价长期走势，以及我
国能源政策等因素确定的。据相关机构统
计，国际主要石油企业的平均原油生产成
本在每桶 40 美元左右，因资源禀赋等原
因，我国原油生产成本更高。生产成本是
决定国际油价长期走势的主要因素。目前
看，将每桶 40 美元设定为调控下限是合
适的。

李彦就指出，当前国际油价的环境下，
每桶 40美元的“地板价”使得消费者在加
油费用方面无法进一步降低、制约了部分
价格红利，但是保证了炼油企业的利润。

因此，中石化在炼化板块或能够实现
更大程度的利润，使得总体业绩水平得以
改善；而中石油由于石油生产业务占据较
大比重，业绩水平承压较大。 证券日报

国际油价跌进 2时代 三桶油或集体陷非常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