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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7个月，马鞍山市
共新增完税汽车（不含农用车
和挂车）8656辆，缴纳车辆购
置税 12268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均略有下降，降幅分别
为1.69%、6.47%。这些新购汽
车的总车价为13.63亿元。

据介绍，新增车辆中，车
价在 20 万元以下的汽车有
6881 辆，占全部新增车辆的
79.1%。这表明，市民购买新
车时，大部分人以经济、适用
为主。此外，今年以来，该市
新 添 百 万 元 以 上 豪 车 34
辆，包括玛莎拉蒂、奔驰等多
个豪华品牌。其中，最贵的一
辆新车为车购价达 306 万元
的“大奔”，该车仅车辆购置税
就交了26万元。

“这一上午，我们已办理
了 22辆新车的车购税业务。”
当天，该市国税局车购税分局
相关负责人说，从办理车购税
业务情况看，每天办理的应税

汽车数量变化不大，相对较为
平稳。

而从今年以来新增完税
汽车总量看，同比出现下降态
势。近来，尽管不少品牌汽车
在降价促销，汽油等也在降
价，但这一系列“利好”，车市
却似乎并不买账，市场销量并
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甚至出
现小幅下降。对此，相关人士
分析认为，一方面，马鞍山私
家车市场在经过前几年连续
高增长之后，开始逐步进入

“调整期”。另一方面，受经济
下行的影响，市民消费信心也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致使汽车
市场销量出现短期下滑。再
加上今年上半年，股市一路飘
红，也给车市带来不小影响。
据了解，股市火爆时，不少市
民就把原先准备买车的钱投
进股市了。

（廖岚钧)

今年前7个月马鞍山市民
买车花了13亿多元
近8 成车价在20万元以下

一周数字

通讯员 徐玉松/文 姚超/图

今年上半年，全省利用
省外资金保持平稳增长，其
中芜湖表现强劲，1 亿元以
上 在 建 省 外 投 资 项 目 384
个，实际到位资金 600.3 亿
元，同比增长 24.8%。芜湖
省外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全
省总量的 14.9%。其中，江
北集中区在建省外投资项目
39个，实际到位资金 53.3亿
元。

重大项目对于城市的建
设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
用，对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合肥与
芜湖作为皖江示范区双核城
市，在利用省外资金建设大
项目方面，始终领跑全省。
据了解，省城合肥省外投资
实际到位资金为 675.3 亿元，
位列全省第一。芜湖位列全
省第二位，不过芜湖的增速
高于合肥，与合肥的实际到

位资金差距在减少。
值得关注的还有徽商回

归项目的情况，上半年，全省
亿元以上在建徽商回归项目
208 个，实际到位资金 303 亿
元。其中，芜湖星辉科技产业
园等项目投资总额超 20 亿
元。江北产业集中区的中小
企业科技园、芜湖宇培仓储物
流等项目建设较好。目前在
建徽商回归项目主要集中在
合肥、六安、阜阳、芜湖 4 市，
其中：芜湖市在建项目 15
个，实际到位资金 29.9 亿
元。项目来源仍以东部沿海
省市的徽商为主。

今年上半年，芜湖利用
境外资金平稳增长，实际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 11.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8%。芜湖
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位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合
肥市。 (芜新）

上半年芜湖亿元项目
到位省外资金600亿元

近日，全国各省市陆续公布 2015 上半年
GDP“成绩单”，其中 25 省跑赢全国 7%的增
速。重庆、贵州、天津增速位列前三，最高增
速11%；而黑龙江、山西、辽宁等省份增速较
低。

上半年，西部 12 个省份除内蒙古外，
GDP 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值 7%。重庆、贵
州、西藏3个西部省份分列今年上半年经济增
速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名。中部 6省则有 4个
省份经济增速跻身前十名，分别是江西、湖
北、安徽、湖南，河南也以7.8%的增速跑赢全
国平均增速，仅山西例外，增速为2.7%。

东北三省则是增速全面低迷的局面，辽
宁、黑龙江、吉林分列全国经济增速倒数第
一、第三和第四。黑龙江、吉林上半年 GDP
增速分别为 5.1%和 6.1%，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辽宁虽然上半年GDP总值超过13000亿元
排名第9位，但增速却是31个省份中排名最低
的。

城市经济增速排名：

重庆位列第1名

银行二季度不良贷款

增加千亿

8月10日，银监会公布部分监管指标数据，根
据其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
(法人口径)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末增
加1094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较上季
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根据之前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国内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4个季度出现上升，然而
这种上升的趋势似乎并未出现拐点。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认为，由于国内经济三期
叠加、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过剩产能的处理，进而导
致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同时，随着
经济并未逐渐筑底，以及实体小微企业的经营状
况，不良贷款余额或许将会持续增加。

出口大幅下降
进出口增幅逐月走低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口岸
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初步实现了
外贸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
的转变。1-6月份，池州口岸进出口货
运量 32.5万吨，同比下降 7.7%。其中，
进口 22.1 万吨，同比下降 8.6%；出口
10.4万吨，同比下降2.4%。到港外贸船
舶 146 艘次，其中集装箱支线班轮 134
艘次，直发国际航行船舶13艘次（含外
籍轮 8 艘次）。集装箱进出口 5698 标

箱，同比增长 24.8%，其中重箱 3453标
箱，同比增长32.4%。

另外，我市进出口政策体系进一步
完善。今年以来，我市先后兑现市级外
贸促进资金近 500万元 （其中商贸活市
资金拟于近期评审）。修改完善商贸活
市政策，增加鼓励进口、中小进出口企
业贷款贴息、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等内
容，初步形成了立体式、全覆盖外贸促
进体系。

但是，在上半年整体利好的局势面
前，我市进出口增幅逐月走低，出口大
幅下降。据统计，进出口增幅由 2月份
同比增长 99.3%逐月降至目前的 8.2%，
下一步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受三大洲针
织出口全部转至上海和威格森新材料停
产因素影响，全市出口大幅下降，降幅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3.6个百分点。

其次，重点企业进出口拉动作用明
显。上半年，铜冠有色、鸿叶集团、龙
溪麻油、新桥工贸四家千万美元企业累
计进出口完成 14751万美元，占全市进
出口总额的 67.2%，成为支撑全市进出
口增长的主导力量。

据了解，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出口
订单有所减少，是近期出口受到抑制的
主要原因。而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传统
竞争优势被削弱，也进一步拉低了出口
增速。

国家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公
布的一项针对全国3000家出口企业的调
查显示，去年10月以来，有44%的企业
反映新增出口订单金额同比下降，40%
的企业明确提到外部环境不好，市场需
求疲软，没有订单或者是订单减少、竞
争激烈等困难。在进口方面，大宗商品

进口价格仍然低迷，尽管进口量
有所增加，但进口总值却在下
降。此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产能过剩仍有待化解，一些
领域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这使
得外贸企业趋于谨慎，生产扩张
步伐放缓，进口意愿持续偏弱，
影响了进口增速。

融资难和回转难成“瓶颈”

据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分
析，目前困扰外贸进出口企业发
展的“瓶颈”有两个。一是企业
融资难。受市级银行审批权限规
模限制、市银通担保公司担保额
度、对象出现变化等因素影响，
新老企业不同程度出现贷款难、
续贷难，融资难已成为制约外向
型企业发展的瓶颈。

二是进出口回转难。部分企
业受资金、银行授信、市场、人
才、总部经济等影响，委托外贸
公司或总部进出口。据统计，
2014年我市仅冠华黄金、鑫茂矿
业、中山化工、三大洲针织等四
家企业进出口流失达 5 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冠华黄金委托省华文国际代
理进口1.15美元。

推进“优进优出”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装备
“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
指出，要推动我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
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
局。为努力做到以上目标，今年下半年，
市商务局将努力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促
进我市进出口健康发展。

一是强化进出口调度。建立市领导
季度约谈机制，继续实行市、县区分层调
度和部门分线调度机制，强化工作目标
通报制度、重点外贸企业进出口月度预
报制度，形成多核驱动，推动进出口发
展。二是强化进出口转化。1、针对部分
园区进出口流失问题严重等现象，督促
县区政府上门督导，点对点做好进出口
转化工作。2、由市政府领导出面，相关
部门领导陪同，赴部分外来企业总部沟
通，力争进出口实绩回转至我市。三是
强化进出口孵化。抓好重点企业进出口
的同时，注重对小微企业的挖潜工作，支
持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摸实情，出真
招，对症下药做好进出口孵化工作。四
是强化融资支持。加强与省商务厅沟通
协调，积极推动企业与省皖投担保集团、
市银通担保公司合作，通过出口退税账
户、出口信保保单质押等多种方式破解
融资难题。五是强化新业态培育。加大
引进跨境电商企业力度，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推动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努力培育
进出口新的增长。

据经济界人士分析，目前我市外贸在
提质增效、优化结构等方面有了一些积极
进展，但仍须正视当前外贸发展的困难，特
别是在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外贸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两个轮子”不可偏
废，以推动外贸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我
国外贸已进入中低速发展时期，随着一系
列稳外贸增长政策举措的实施，我国外贸
将迎来新一轮政策红利的释放。

1-6月，全市进出口完成21942万美元，同比增长8.2%——

外贸引擎向“优进优出”切换
1-6 月，全市进出口完成 21942 万美元，同比增长 8.2%。其中出口完成

10122万美元，同比下降32%；进口完成11820万美元，同比增长119.5%。进出口
增幅位居全省第三。而第一季度的数字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双双下滑，
给本已放缓的外贸增长平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面前，我市外贸进出口实现了稳定增长，外贸引擎向“优进优出”切换。

8月 13日上午，央行公
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
价报 6.4010，较上一交易日
下挫 704 点。这是自 8 月 11
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以
来，人民币汇率连续第三日
大幅下挫。当日上午央行就

人民币汇率热点问题举行记
者会，央行发言人表示，短
暂的磨合期过后，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的变动将会逐渐趋
向合理平稳。这也是央行11
日以来连续第三天就汇率波
动问题进行解释。

15日下午，合肥高新区
创新大道上，四款造型炫
酷、颜色各异的无人机依次
展示了绝活，这也是合肥造
工业无人机首度亮相。四款
无人机均由赛为智能有限公
司研发，该公司航空装备事
业部总经理汪敏红介绍了各
自的性能和绝活。

据介绍，这四款无人机
从 2013年开始研发，都属于
工业无人机。

机身裸价就达二十三
万，“可根据不同需要搭载不
同设备，售价从50~300万。”

自主飞行控制系统是它
们的“杀手锏”，“核心技术
就是自动驾驶仪，可根据设
定的航线执行特定任务，无
需操控。”“在国内领先，国
际则瞄准美国以色列等先进
国家。”近日，合肥市、赛为
公司还与多部门举行了框架
性、实质性等多方面的项目
签约。据悉，合肥方面目前
正在研发无人直升机、重油
直升机和固定翼大飞机，“大
飞机机翼可达八九米长，载
重 100 公斤，更适合救灾、
空中救援。” （张沛）

“合肥造”四款无人机首次亮相
应急救援可显神威

人民币13日下挫704点：

央行力挺人民币是强势货币

赛鹰赛鹰120120无人机无人机

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记者
钱春弦） 就国办日前下发文件提出
鼓励弹性作息，国家旅游局新闻发
言人张吉林1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说，鼓励弹性作息主要指依法优
化夏季作息，不包括其他季节，更
不是对现有休假制度的调整。

张吉林说，文件提出有条件的
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

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
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
造条件，有明确的季节指向和前
提，主要指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
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
时间，而不涉及其他季节甚至全年
作息安排。

张吉林说，弹性作息是一项鼓

励性措施而不是制度性安排，不是
对我国现有休假制度的调整，不是
以缩短每周法定工作时间40小时来
实现周五下午休假。这是一种倡导
性措施，不是强制性要求，不搞一
刀切。弹性作息要以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为前提。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可以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式优化调
整。

国家旅游局：

鼓励弹性作息并非调整现行休假制度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