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31日袁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袁2019年 10月
份袁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渊PMI冤为 49.3%袁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2.8%袁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52.0%遥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袁
10月份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院 一是生产保持
扩张袁市场需求有所回落曰二是外贸市场低位运行袁价格指
数有所回落曰三是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曰四是企业信心相对稳
定遥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2019年 10月份袁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渊PMI冤为

49.3%袁比上月下降 0.5个百分点遥

从企业规模看袁 大型企业 PMI为 49.9%袁 比上月下降
0.9个百分点曰中型企业 PMI为 49.0%袁高于上月 0.4个百分
点曰 小型企业 PMI为 47.9%袁低于上月 0.9个百分点遥

从分类指数看袁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袁
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袁新订单指数尧
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遥

生产指数为 50.8%袁比上月回落 1.5个百分点袁仍高于临
界点袁表明制造业生产继续保持扩张态势袁扩张步伐放缓遥

新订单指数为 49.6%袁比上月下降 0.9个百分点袁降至临

界点之下袁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回落遥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4%袁 比上月小幅下降 0.2个百分

点袁位于临界点之下袁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减少遥
从业人员指数为 47.3%袁比上月回升 0.3个百分点袁位于

临界点之下袁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降幅有所收窄遥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1%袁 虽比上月回落 0.4个百

分点袁但略高于临界点袁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
较上月稍有加快遥

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2019年 10月份袁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8%袁比上

月回落 0.9个百分点袁 表明非制造业总体保持扩张态势袁增
速有所放缓遥

分行业看袁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4%袁低于上月 1.6
个百分点袁服务业景气有所回落遥 从行业大类看袁航空运输
业尧邮政业尧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袁 业务总量继续保持较快扩
张遥 批发业尧资本市场服务尧房地产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位于收缩区间遥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4%袁比上月上升
2.8个百分点袁重返高位景气区间遥

新订单指数为 49.4%袁比上月下降 1.1个百分点袁位于临
界点之下袁表明非制造业市场订单有所减少遥 分行业看袁服
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48.4%袁比上月下降 1.3个百分点曰建筑业

新订单指数为 54.8%袁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遥
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1.3%袁比上月回落 1.5个百分点袁位

于临界点之上袁 表明非制造业企业用于经营活动的投入品
价格总体水平涨幅收窄遥 分行业看袁服务业投入品价格指数
为 50.9%袁比上月回落 1.9个百分点曰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
为 53.1%袁比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遥

销售价格指数为 48.9%袁比上月下降 1.1个百分点袁落至
临界点之下袁表明非制造业销售价格总体水平环比回落遥 分
行业看袁服务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48.4%袁比上月下降 1.4个百
分点曰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2.2%袁比上月上升 0.8个百分
点遥

从业人员指数为 48.2%袁与上月持平袁位于临界点之下袁
表明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量减少遥 分行业看袁服务业从业人员
指数为 47.6%袁比上月略降 0.1个百分点曰建筑业从业人员
指数为 51.8%袁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遥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7%袁比上月上升 1.0个百分点袁
升至高位景气区间袁 表明非制造业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
心增强遥分行业看袁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3%袁比上
月上升 1.0个百分点曰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3.2%袁比
上月上升 1.2个百分点遥

中国综合 PMI产出指数运行情况
2019年 10 月份袁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0%袁比上月

回落 1.1个百分点袁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延续扩
张态势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国家统计局院

10月份 PMI为 49.3%非制造业保持扩张态势

国际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29日表示袁在中方与联合国的共同努
力下袁中国原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稳步落实袁有力促进了
非洲和平与安全事业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袁惠
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袁 展现了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尧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尧坚定支持秘书长工作的郑重承诺遥
当日袁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指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遥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维奥蒂主持会议袁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尧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司长王瑛尧外交部国际司参
赞赵星以及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等出席遥
会议回顾了 2016-2018年基金项目落实情况袁批准了 2019年拟议项
目袁确定了 2020年基金支持的优先领域袁审议了基金财务状况等遥
张军指出袁明年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袁也是基金设立五周年袁要

继续坚持基金设立初衷袁精准确定优先领域袁全力打造旗舰项目袁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袁着力抓好宣介推广袁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袁做
到有理念尧有方案尧有行动尧有效果遥 王瑛司长强调袁中方积极履行承
诺袁及时向基金注资袁为基金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袁希望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评价袁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袁 严格审核差旅等一般性支
出袁不断提高使用绩效遥赵星参赞强调袁要加强项目监测和评价袁加强
成果宣传袁持续扩大影响袁打造更多看得见尧摸得到尧留得住的项目遥
维奥蒂感谢中国政府资助并表示袁 基金资助方向和秘书长愿景

志同道合袁秘书处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袁推动基金在维护国际和平与促
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遥刘振民强调袁基金在支持可持续发展
目标落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袁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愿继续同
中方加强合作袁 落实好基金项目袁 不断将可持续发展从目标变为现
实遥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是 2015年 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

合国成立 70周年峰会期间宣布的重大务实举措遥 2016要2018年袁基
金共支持了 60余个项目袁预算总额 4600多万美元袁其中 17个项目
已经完成袁取得了积极成效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项目稳步落实

越南公安部部长苏林 30日说袁越南公安部已准备好派出工作
组前往英国袁与英国警方协作核实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遥

苏林是当天下午与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窑帕特尔就英国货车
惨案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示的遥 越南公安部在相关公告中说袁苏
林在通话中表示袁越南公安部一直与英方就此事密切合作袁鉴于
遇难者身份核实任务紧迫袁希望英方支持工作组的工作遥

英国驻越南大使加雷思窑沃德 30日通过使馆社交媒体账号
说袁英方的调查还在继续袁英方有关官员承诺与越方进行合作遥

越南外交部 29日说袁 越方已把要求寻找在英失踪亲属的 14
个家庭提供的信息移交英方遥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此前曾表
示袁英方已将 39名遇难者中 4人的材料转交越方以核实身份遥

英国警方 23日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
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 39具遗体遥 警方说袁这辆货车在保加利
亚注册袁19日经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国袁 集装箱则
来自比利时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越南将派工作组赴英协助
核实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

本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完成了 叶盐城港射阳港区
5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渊征求
意见稿冤曳的编制工作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曳和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生态环
境部袁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袁现将盐城港射阳港
区 5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
信息向公众公告如下院

一尧项目概况
渊1冤项目名称院盐城港射阳港区 5万吨级进港航

道工程遥
渊2冤项目地点院盐城港射阳港区射阳河口遥
渊3冤项目内容院盐城港射阳港区 5万吨级进港航

道工程是在现有 3.5万吨级航道基础上浚深尧 拓宽
和延长遥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航道疏浚工程尧助导
航工程遥航道轴线采用直线布置袁建设规模为满足 5
万吨级散货船单向通航要求袁全长 19190m袁有效宽
度 150~290m袁设计底标高-15.2~-15.5m遥 航道疏浚
总量为 2678万 m3袁疏浚土全部外抛至倾倒区遥航道
两侧新设浮标 10套,在导堤外侧设置潮流观测系统
一套遥

二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院本次信息公示后袁公众可在射阳县人
民政府网信息公开专栏渊http://sheyang.yancheng.
gov.cn/col/col16558/index.html冤下载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渊见附件冤遥

纸质版查阅方式院 可去往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办公地址进行查阅遥

三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

围内的居民尧渔民等可能受影响的个人和单位遥
四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同

报告书网络链接渊见附件冤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公众意见表袁 填写完整后通

过信函尧传真尧电子邮件等方式袁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袁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遥 公众提
交意见时袁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袁以便必要时进行
回访遥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院
单位名称院江苏射阳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院射阳县德发大道 260号
联系人院王工
联系电话院0515-82369881
邮政编码院224300
电子邮箱院xinshegang@163.com
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院
评价机构院南京师大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院南京市学林路 2号
联系人院刘工
联系电话院025-85898482
邮政编码院210046
E-mail院564041805@qq.com
六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袁向

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遥
江苏射阳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日

盐城港射阳港区 5万吨级进港航道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目前袁位于国家会展中心渊上海冤的进博会展期供需对接会会场和进博会新闻中心都已基本完成场地搭建袁将
为前来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各地客商和媒体记者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遥 图为 10月 31日袁进博会新闻中心内景遥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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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大运营商可能正式上线 5G商用套餐袁 业内
人士表示袁如果电信运营商推出 5G商用套餐袁那就意味
着 5G由此进入正式商用阶段袁表明运营商第一步的 5G
网络建设基本到位遥

5G基站加速建设
今年 6月 6日袁工信部向中国移动尧中国联通尧中国

电信尧中国广电发放 5G商用牌照遥 8月袁中国移动尧中国
电信及中国联通都推出了 5G免费体验套餐曰到了 9月袁
三大运营商均开放了 5G商用套餐预约袁 并推出了各种
优惠遥 目前袁中国移动尧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的 5G
商用预约用户总数已超过 1000万遥

中国移动的预约界面显示袁 即日起至 5G套餐正式
上市前袁预约 5G套餐可享受相关折扣优惠遥中国移动表
示袁 预约客户自领取 5G套餐折扣优惠之日起三个月内
如订购中国移动全网统一套餐袁 则订购后可连续 6个月
享受套餐费折扣遥 前 6个月袁网龄 5年及以上七折袁5年
以下八折遥 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七折门槛降到了 3
年遥

5G大规模商用在即袁5G基站也在全国各地处于加
速建设的阶段遥 据悉袁预计今年底北京 5G基站将超 1.4
万个袁基本实现五环内部署袁到 2020 年完成城郊 5G网
络全覆盖袁 为 5G场景示范应用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保
障遥

套餐考验运营商能力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认为袁 即将正式发布的 5G套餐

考验运营商的平衡服务质量和盈利能力遥目前袁我国电信
行业正处于移动流量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尧 语音收入大幅
下滑尧4G用户增速放缓尧整体趋于饱和尧用户 ARPU下
降尧DOU渊每户每月上网流量冤急速上升的背景下遥此外袁
从已经发布的前三季度财报来看袁 三大运营商主要数据
均有所下跌袁利润率表现整体依然显示颓势遥 在财报中袁
三大运营商不约而同都提到了提速降费尧市场饱和尧激烈
市场竞争等字眼袁 整个市场都能感受到运营商传统业务
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袁所以随着野提速降费冶要求进一步
深化袁 运营商既需要在遵从政策导向和保证业绩平稳间
取得平衡袁也需要在技术尧产品尧服务方面革新遥

工信部数据显示袁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移动互联网流
量保持高速增长袁但增速逐月回落遥 前三季度袁移动互联
网累计流量达 887亿 GB袁同比增速降至 90.4%曰其中袁通
过手机上网的流量达到 884亿 GB袁 占移动互联网总流
量的 99.6%袁同比增速降至 92.6%遥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手
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袁今年前 9个月袁国内手机市场
总体出货量 2.87亿部袁同比下降 5.7%遥

野前三季度袁从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到移动互联
网流量都出现疲态袁 这主要是因为不少手机用户正在等
待 5G手机的到来遥 冶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袁电信运营商
推出 5G商用套餐意味着 5G由此进入正式商用阶段袁表
明运营商第一步的 5G网络建设基本到位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5G商用在即
三大运营商竞相“揽客”

在 30日举办的第十一届野法治湖北论坛冶上袁商务部
外资司副司长叶威在主旨演讲中透露袁 我国利用外资已
连续 2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遥

在题为叶<外商投资法>立法背景与外商投资法治保
障曳的主旨演讲中袁叶威分析了当前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
形势遥 其中袁国际环境方面袁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袁跨国直接投资持续萎缩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蔓延曰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袁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曰国际经贸
格局深刻调整袁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加剧四个方面的特点遥
国内环境方面袁主要表现为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袁依
然拥有引资综合优势遥

叶威透露袁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袁 改革开放以来袁自
1978年至 2018年袁 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 2.1万亿美
元曰自 1992年以来袁中国利用外资已连续 27年位居发展
中国家首位遥

在此背景下袁叶威认为袁制定外商投资法袁是扩大对
外开放袁促进外商投资的重要举措袁是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与时俱进尧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客观要求遥 渊源自叶新华网曳冤

我国利用外资连续 27年
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10月 29日袁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叶关于加快培育共
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提出到 2022年袁形成 20家创新
能力强尧行业影响大的共享制造示范平台袁资源集约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袁制造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袁共享制造模式认
可度得到显著提高遥 到 2025年袁共享制造发展迈上新台
阶袁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显现袁共享制造模式广泛应用袁生
态体系趋于完善袁资源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袁成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遥

叶意见曳指出袁共享制造是共享经济在生产制造领域
的应用创新袁是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袁运用共享理念将分
散尧闲置的生产资源集聚起来袁弹性匹配尧动态共享给需
求方的新模式新业态遥发展共享制造袁是顺应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尧 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必然要
求袁是优化资源配置尧提升产出效率尧促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遥

叶意见曳表示袁要以野加快形成以制造能力共享冶为重
点尧以野创新能力尧服务能力共享冶为支撑的协同发展格
局遥 在产业基础条件好尧共享制造起步早的地区和行业袁
加快形成一批专业化共享制造平台袁推动重点区域尧重点
行业分散制造资源的有效汇聚与广泛共享遥 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探索建设跨区域尧综合性共享制造平台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叶意见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遥
一是培育发展共享制造平台遥积极推进平台建设袁鼓励平
台创新应用袁推动平台演进升级遥二是依托产业集群发展
共享制造遥 探索建设共享工厂袁支持发展公共技术中心袁
积极推动服务能力共享遥三是完善共享制造发展生态遥创
新资源共享机制袁 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袁 优化完善标准体
系遥四是夯实共享制造发展的数字化基础遥提升企业数字
化水平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袁强化安全保障体系遥

渊源自叶新华网曳冤

工信部力推共享制造
2022年形成 20家大平台

10月 27日袁 一趟由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出发的中欧班列返程
班列抵达厦门海沧火车站遥 该班列经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入
境袁将在厦门港作短暂停留袁转接船舶南下前往越南胡志明港遥 这
次国际铁海联运中欧渊厦门冤返程班列从厦门过境中转袁标志着厦
门已初步形成铁海联运物流双向新通道袁在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推进
落实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据俄罗斯卫星网 31日报道袁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
团发言人称袁 该集团代表团参加了 10月在东京举行
的国际太空探索协调组(ISECG)会议袁长期以来首次
与外国伙伴磋商了国际环月轨道站项目遥

这名发言人指出袁野在与国际伙伴会谈的过程中
磋商了太空探索与开发的现状和前景问题袁特别是建
立可以访问的环月轨道站尧使用自动化航天器并在未
来载人航天任务框架内袁进行月表研究袁以及火星和

其他太阳系星球的研究项目遥 冶
据报道袁俄罗斯航天集团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此前曾达成协议袁计划共同建造环月轨道站遥
但俄罗斯随后表示袁本国在这个项目中发挥的作

用太小曰而美国则完全推翻了这一设想袁决定放弃建
造轨道站的计划袁转而集中精力谋求登月遥

据称袁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里窑罗戈津也
宣布袁登月是主要目标遥 渊源自中国新闻网冤

俄航天集团

俄罗斯已经重返环月轨道站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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