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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按下暂停键，美联储重估形势
召开最新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后，低调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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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去
年12月高调开启加息进程后，
美联储最新举动成为牵动全球
各界的焦点。 美联储27日在结
束为期两天的最新一次货币政
策例会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
率不变， 对下一次加息时点也
没有释放任何信号。

在上次例会宣布开启加息
进程之时，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
形势和前景较为乐观。 而时隔
不久， 最新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明显低调了许多。 分析人士表
示， 美联储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来评估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前景担忧增加

美联储当天在货币政策例
会结束后发表声明表示， 美联
储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
市场进展， 并评估这些进展对
美国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水平以
及经济前景的影响。 而在上一
次例会后的声明中， 美联储表
示，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因素，
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的
风险大致平衡。

这一措辞的修改表明，美
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有
所增加。 而美联储官员在开启
加息进程之时也强调过， 未来
加息节奏和进程将根据经济走
势来确定。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
廉·达德利近日表示，美国经济
面临一系列下行风险， 其中包
括能源价格下降拖累油气行业

投资， 美元升值影响制造业出
口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
等。达德利预计，今年美国经济
增速有可能仅稍高于2%。

加息进程并非坦途

自去年年底美联储启动近
十年来首次加息之后，全球金融
市场剧烈动荡，投资者对全球经
济前景的担忧日渐增长。投资者
目前预计美联储今年将仅加息
一至二次，而根据去年年底美联
储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美联储
官员预计到2016年底，联邦基金
利率将达到1.4%。如果按每次加
息25个基点计算，这意味着今年
会有4次加息。

但是，在本次声明中，美联
储没有释放在未来将放缓加息
节奏的信号， 对下一次加息时
点也没有释放任何信号。

由于能源价格继续下降，
美联储在声明中预计近期通胀
仍将维持低位。

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杰拉
德·奥德里斯科尔认为，美联储
今年的加息之路不会是坦途，
投资者需要准备好迎接动荡的
一年。他说，如果美联储今年的
加息节奏与其去年年底预测的
一致， 那么美元进一步升值将
导致新兴经济体借贷成本升
高，全球信贷市场动荡将加剧，
同时能源价格将继续面临下行
压力。 如果美联储放缓加息步
伐， 则有可能增加金融市场不
确定性，不利于市场稳定。

■据新华社

2015年四季度中经产业
景气指数1月29日发布，景气监
测结果表明， 中经工业景气指
数走势缓中趋稳的特征明显。
2015年第一、二、三、四季度中
经工业景气指数值分别为
93.1、92.7、92.3、92.0， 呈现逐
季下降走势， 但景气降幅在持
续收窄。

工业总体运行平稳背后，
行业走势日益分化。 从行业增
速看，高新产业较快增长。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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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产品产量看， 符合产业
和消费升级方向的新产品快速
增长。仅从2015年11月份的情
况看， 自动售货机售票机同比
增长2.6倍、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
长1.8倍、安全自动化监控设备
同比增长1倍、智能手机同比增
长25.3%、工业机器人同比增长
20.6%。 ■据新华社

1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交流会上，新
邵县荣获“2015年全国社会治理
创新优秀地区”荣誉称号，成为我
省2015年度获此殊荣的两个县
之一。

该县创新矛盾调解新模式。
新邵县实行一个中心（县矛调中
心）、二个平台（固定调解平台、流
动调解平台）、三套机制（目标责

任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奖惩激励
机制）、四级调解网络（县、乡、村、
组），在村组院落聘任了5389名调
解信息员， 将调解网络延伸到村
级院落， 实现了社会矛盾化解网
络化、规范化。该县每年投入奖补
资金350万元，2015年调解矛盾
纠纷8523件，成功率达99.6%。

该县创新“平安新邵一线工
作法”。推行“人往一线走，事在一

线办；排查在一线，化解在一线”的
一线工作法， 着力解决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
性问题。 每年组织3000名以上县
乡干部走村入户开展“三联二访
一帮”、民情恳谈活动，发动老百姓
参与“星级平安家庭”的评选活动；
2015年全县干部共走访群众20余
万户，收集建议、意见50000余条，
为群众办实事一万多件。

该县创新基层服务平台。该
县主推各镇乡建好“镇乡社会管
理服务中心”和“片区社会管理服

务中心”，建设含政务中心、医疗
中心、文体中心、教育中心、贸易
中心等为一体的“农村中心社
区”，实行网上办理、代办等“一站
式服务”，提供定点、定时、高效、
便捷服务。

该县创新人防、 物防、 技防
“联动防控”新模式。新邵创新防
控平台， 通过整合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系统、 电子监控指挥系统和
综治视联网，实现“三网联动”，筑
牢全县安全防控网络。2015年在
城区新增了200个高清夜视监控

摄像机； 各内保单位建设完善本
单位监控“子系统”并接入县监控
系统；完善了道路交通视频监控、
红绿灯、电子卡口系统。

“四大创新” 的推行实施，使
新邵平安建设局面焕然一新，先
后荣获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
县、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等100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连续
9年被评为省、市“综治先进县”；
2008年至今已经连续八年获得
湖南“省级平安县”荣誉称号。
■隆清泉 何旭华 陆益平 陈志强

我国工业景气降幅持续收窄

新邵县创新社会治理在全国获殊荣

记者28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 从今年起， 开展国
税、地税互相委托代征，使纳
税人在同一税务机关即可完
成原本分属国税、 地税两家
的缴税业务， 实现“进一家
门、办两家事”。

税务总局介绍， 在更深
层次、更广范围加强国税、地

税合作，推动了便民办税，进
一步解决办税“多头跑”。采
取联合大厅办税服务、 联合
网上办税服务、 合作征收税
款等措施， 推动服务深度融
合，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
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使
纳税人办税更便捷、更高效。

■据新华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 28日
称，对重庆青阳、重庆大同、
江苏世贸天阶、 上海信谊联
合、 商丘华杰五家公司达成
并实施低价药别嘌醇片垄断
协议案依法作出处罚， 合计
罚款399.54万元。

这是2014年我国放开低
价药价格以来查处的首例药
品价格垄断案。2015年6月1
日， 我国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 药品价格主要由
市场形成。

别嘌醇片是治疗因尿酸
过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痛
风的常用药物。 别嘌醇制剂
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中的甲类药品， 别嘌醇
片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
国家低价药目录。2014年以
来实际只有重庆青阳、 江苏
世贸天阶、上海信谊联合3家
企业生产。 从2012年算起，3
年时间里，别嘌醇片从约5.8
元/瓶提高到23.8元/瓶。

■据新华社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
九登上太平岛一事，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8日表示，南沙群岛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两岸中国
人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
会上说，中国政府一向致力于将
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将继续为维护南
海航行自由、和平稳定、繁荣发
展作出积极努力。 ■据新华社

3年药价涨超4倍
5公司垄断痛风常用药价被罚

国税地税实现“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美国首都华盛顿近日遭遇罕
见暴风雪袭击后，一名叫邦尼·利
布的女性通过打车软件“优步”约
车前往机场， 不料约48公里的路
程最终账单高达640美元（约合
4200元人民币），让自己“差点昏
过去”。而优步称收费“没问题”。

■据新华社

暴雪天打专车
天价吓晕乘客

1月28日，在浙江义乌火车西站，嘉宾为“义乌—德黑兰”首发班列
揭幕。当日，“义乌—德黑兰”首趟班列满载浙江义乌出口的小商品，从
义乌鸣笛启程，奔赴伊朗首都德黑兰。这是首列从中国开往中东的铁
路集装箱货运班列。 新华社图

中国开往中东
首列货运班列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