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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日本推兩海外版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最近與日本株式會社

日中新聞社、半月文摘新聞社合作，在日本分別出版
發行「香港文匯報日本專版」、「香港文匯報日本文摘
版」，成為香港《文匯報》第19及20個海(境)外版。

日本專版逢星期五見報
香港《文匯報》與日本株式會社日中新聞社旗下的

《日中新聞》中文報，一起發行的「香港文匯報日本專
版」，初定每周1期，每期5個版，逢周五出版；主要報
道大中華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文化娛樂等熱點
新聞及深度解讀。
日本株式會社日中新聞社1990年7月創立，旗下的

《日中新聞》中文報是一份分別面向日本主流社會及日

本華人、華僑及留學生的周報，每期平均出版48至62
個版面。《日中新聞》總部設在東京，每期發行量約
16.6萬份，主要在關東地區發行，同時也覆蓋了中部、
四國、東北、北海道、九州、沖繩等地區。是目前在
日本全國具有影響力的華文報紙。

日本文摘版逢周三出版
「香港文匯報日本文摘版」初定每周1期，每期4個

版，逢周三出版，內容分別為：中國新聞、國際新
聞、體壇縱橫、星聞追 與日本半月文摘新聞社旗下
的《半月文摘》周報一起發行。
《半月文摘》周報 創刊於1993年3月。是具有近二十

年業歷的日本中文媒體，發行量每月10萬份，發行範

圍覆蓋在日本的有關企業、研究所、學
校、圖書館以及閱讀中文的日本讀者、
海外訂閱者等。《半月文摘》周報發行
以日本為主，並同時在中國大陸、台
灣、東南亞等25個地區發行，在日本當地
華人華僑以及日本企業及商務人員中有廣
泛的讀者層。
近年，香港《文匯報》積極開拓對外合

作，目前已開辦20個海(境)外版，每天除在
香港、內地出版發行外，還通過網絡傳輸，
同步印刷發行至台灣、日韓、東南亞、歐
美、加拿大、新西蘭等地區和國家，每日僅
在台灣與海外發行量已超過百萬份。

天津上半年GDP
逾5千億增16.6%

中國對外金融資產逾4萬億
淨資產近2萬億美元 北京強調投資風險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媒體報道，最新的統計
數據顯示，天津GDP猛增，而廣州、深圳相對緩
慢。多名接受《第一財經（微博)日報》採訪的
學者指出，廣州、深圳不宜再追求GDP增速，而
應當更注重質量。
近日，天津公佈的經濟「半年報」顯示，上半

年天津市生產總值完成5,098.65億元，按可比價
格計算，比去年同期增長16.6%。這一增速在全
國各省市中位居第一。同時天津上半年GDP總量
超5,000億也預示 ，2011年全年天津GDP生產總
值有望加入萬億俱樂部。

湖南高溫乾旱
當局籲節水慳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穎 長沙報道）隨 大

暑節氣的到來，近幾天，湖南暑熱的威力滾滾來
襲。有「火爐」之稱的省會長沙，氣溫突破39
℃，湖南局地氣溫有的甚至達到40℃。為此，湖
南防指宣佈，從25日晚18時起，在全省範圍啟動
抗旱4級應急響應，呼籲全民節約用水、用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見習記者 沙苗苗
鄭州報道）據《今日咸陽》報道，河南省為汶川
地震募捐的毛巾出現在陝西咸陽的超市，毛巾上
赫然印 「汶川抗震救災紀念」、「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贈」等字樣。
據了解，這一情況是前來超市選購商品的一名

顧客發現的。「捐贈給汶川的毛巾，怎麼會當商
品在這促銷呢？」她想裡面一定有「貓膩」。
該毛巾與華潤萬家自有促銷商品位於同一貨

架，促銷價3.99元人民幣。毛巾呈淡粉色，長80
厘米左右，寬近35厘米。上面大紅色「汶川抗震
救災紀念」的字樣很明顯，落款為「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贈」，時間顯示，毛巾印製於
2008年6月，即汶川地震後1個月。擱於該促銷架
上同批次的毛巾共有十幾條，均印有相同字樣。
據稱，出現這種現象，係廠家將2008年該批次

尾貨進行打包促銷所致。

京上周住宅成交跌近五成
據《新京報》26日報道 根據北京市房地產交

易管理網數據顯示，上周（7月18日-24日）北京
期房、現房商品住宅累計成交1557套、17.9萬平
米，環比之前一周分別下跌46.1%和3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國家外匯管理局26日首次對外公佈季度國際投資數

據。統計顯示，截至2011年3月，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規模已近4.4萬億美元，且遠遠超過金融

負債。分析人士稱，國際投資數字顯示中國現時對外資產和負債穩定性較好，

對外風險暴露程度亦較低。

外管局最新統計顯示，中國對外金融資產和對外金
融負債為4.39萬億美元及2.46萬億美元，分別較上年末
增長7%和5%。在對外金融資產中，3萬多億美元的儲
備資產佔全部對外金融資產逾7成。此外，對外直接投
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各為3,174億美元、2,635億美
元和6,983億美元，分別佔對外金融資產的7%、6%及
16%。

負債結構較穩定
在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15,260億美

元，證券投資2,231億美元，其他投資7,117億美元，分
別佔對外金融負債的62%、9%和29%。值得注意的
是，中國對外金融淨資產已接近2萬億美元，增長幅度
達到8%。
分析人士指出，國際投資頭寸是一個經濟體對外的

資產負債表，用以評價經濟體的對外穩定性和風險
性。研判今次外管局公佈的數據可知，具有高安全性
和流動性的儲備資產規模遠超其他投資項目，因此，
中國整體對外資產和負債結構比較穩定，投資風險仍

然可控。

外儲逾3萬億美元
事實上，由於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多年來

呈雙順差，導致中國形成巨額外儲並且持續升高。央
行最新公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
備達到31,974億美元。
對於日漸龐大的儲備資產的安全性問題，外管局於同

日指出，將發揮在成熟投資市場大規模經營的比較優
勢，並堅持以自主經營為主。此外，外管局表示，外匯
儲備一直通過各種有效形式拓寬投資渠道。至於委託外
聘經理經營的外匯儲備資產，外管局稱，對外聘經理的
風險管理已納入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密切監控。

無礙「藏匯於民」
不過，在國家外匯儲備資產不斷充實的同時，外管

局一直力推的「藏匯於民」政策卻效果欠佳。外管局
表示，「藏匯於民」並無政策障礙，而在於主體意
願。外管局認為，由於目前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國

內外匯差利差等因素，企業和個人普遍不願意持有和
保留外匯。
外管局稱，中國積極支持居民持匯用匯，經常項目

已實現完全可兌換，資本項目下除對一些風險較大的
國際收支交易存在部分管制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以
及企業和個人通過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海外
資本市場等渠道均無政策障礙。
統計顯示，今年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2.3%，人民

幣自去年重啟匯改以來，則已升值約6%。中國外匯交
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26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
價報6.4470，再創匯改以來新高。

■國家外匯管理局26日首次對外公佈季度國際投資數
據。圖為國家外匯管理局。 資料圖片

■本報最新
推出的兩個
日本專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7月26日，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2011年世
界投資報告》在京發佈。報告顯示，2010年
亞洲地區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均創新紀錄。
聯合國貿發組織對全球大跨國公司的調查結
果顯示，中國仍是跨國企業未來兩年全球投
資的首選地。
報告顯示，中國2010年FDI流入量達到

1,057億美元，上升了11%，基本恢復2008年
1,083億美元的歷史高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
第二位；FDI流出量達到創紀錄的680億美
元，世界排名第五。截至2010年末，中國吸
收外資存量達到5,788億美元，對外投資總存
量達到3,000億美元。

對外投資料有質的飛躍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與企業司司長詹曉寧

博士表示，儘管近兩年國際投資領域的保護
主義有所抬頭，但中國對外投資可能在未來
十年出現質的飛躍，預計中國海外投資將超
過吸收外資。
「中國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對外投資渠

道的多元化、資源和環境對國內經濟發展壓
力，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換代和向低碳經
濟的轉型，都促使中國企業走出去，進入國
際競爭。」詹曉寧說。
目前，中國對外投資僅為量的巨增，多數

跨國企業依然是「點式」和分散的對外投
資。報告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全

球排名第17位，從中國對外投資的增長速度和綜合國
力的提升速度來看，對外投資仍有巨大潛力。
詹曉寧表示，未來中國吸收外資的前景將進一步被

看好，這得益於中國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地區
間產業的升級與轉移，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服務業和
高新產業得到進一步的增強，而製造業加快了向西部
地區轉移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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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災毛巾流落超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實習記者

馬戀、季帆　北京報道）世界銀行26日在京
發佈報告指出，慢性病已成為中國的頭號健
康威脅，佔死亡人數比超過80%，佔國家疾
病總負擔的比重達68.6%。報告稱，若不實
施有效的防控策略，40歲以上中國罹患慢性
病人數在未來20年可能將增至目前的兩倍甚
至三倍。報告估算，如果中國政府能改善應
對慢性病的防控措施，未來30年經濟淨效益
料逾10萬億。

未來10年糖尿病人數最多
報告指出，中國慢性病的快速增長主要集

中於未來十年，預計中國慢性病患者人數
（40歲以上人群）可能由2010年的7,956萬，
增至2030年的1.8億，其中糖尿病患者人數最
多。這意味 慢性病未來數年所導致的健康
損失與傷殘將顯著增加，醫療衛生系統的負
擔將日漸嚴重。
報告稱，據估計，2010年中國至少有5.8億

人具有至少一種或以上的與慢性病有關的危
險因素，其中70%至80%發生在65歲以下的
人群。未來五年中國醫療衛生費用可能增長
70%。而經驗證明，很多預防性慢性病干預
措施非常經濟有效。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政府
對有效開展慢性病應對給予足夠重視，制定
多部門參與的國家慢性病防治中長期規劃，
強化監測系統與數據收集機制，並開展國際
合作等。

有效防控慢性病效益巨大
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羅蘭德指出，對於政

策制定者而言，防控慢性病首先關注的是生
命的喪失。慢性病發生導致巨額的醫療費
用，給個人和家庭造成沉重的負擔，喪失至
親至愛給家庭帶來巨大的悲痛。倘若實行正
確的政策，這些都可避免。該報告還呼籲中
國政府關注有效的慢性病防控政策可能帶來
的潛在收益。報告稱，從2010年起，未來30
年如果每年能將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
其總體淨經濟效益將達10.7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在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日前提出建「農民工博物館」這一構想後，廣州率
先響應。廣州市政府日前已成立農民工博物館建設工作
領導小組，提出在廣州選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按
照「修舊如舊，建新如故」的原則保留其原貌，並研究
建設一個農民工博物館。

建農民工博物館以示感恩
廣州市「三舊辦」相關負責人表示，農民工博物館

的選址問題是一個新課題，正在抓緊時間研究農民工

博物館方案，將會徵求各區意見選出最有代表性的方
案，相關方案將會盡快上報廣州市政府。據稱，建農
民工博物館是告訴世人，是千千萬萬農民工的辛勤汗
水推動了社會、城市、經濟的發展。廣東作為廣大農
民工辛勤勞作的受惠者，承擔建設這一具有文化價值
和公益價值的獨特博物館，是表示感恩的最好方式。

擬和保留城中村建在一起
按照此前公佈的時間表，廣州要在2020年基本完成

138條城中村的改造任務。

部分參與調研的人士透露，該農民工博物館傾向於
將農民工博物館建在非全面改造的城中村。非全面改
造也可看做是保護性改造，目前穗具體名單沒有公
佈，而典型的綜合治理例子就是海珠區黃埔古村、荔
灣區裕安圍村等。目前來看，已經基本完成整治工程
的黃埔古村和西塱裕安圍似乎可能性比較大。廣州市
「三舊辦」有關負責人指，按他們的理解，農民工博物
館建在保留的城中村裡，農民工博物館預計將和保留
城中村建在一起。據介紹，建造農民工博物館的資金
將由政府出資或計入開發商成本。

內地房地產貸款增速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央行26日公

佈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內地全部金融
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51.4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上半年累計新增4.17萬億元，餘額同比增長
16.9%。
與此同時，在國家嚴厲調控樓市的背景下，人民幣

房地產開發貸款及購房貸款增速均較上季明顯回落，
顯示開發商及用家對後期樓市持觀望態度，房地產市
場交投清淡。

房貸調控仍偏緊
數字顯示，金融機構人民幣房地產貸款累計新增

7,912億元，同比少增5,985億元，餘額同比增長
16.9%，比一季度末回落4.4個百分點。事實上，上半
年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近8,000億元，僅佔全部新增貸款
的19%，這意味 監管層對樓市的整體信貸調控仍然
偏緊。
具體來看，同期人民幣房地產開發貸款累計新增

2,098億元，餘額同比增長13.7%，比一季度末回落3.8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累計
新增908億元，比年初增長54.8%，高出同期房地產開
發貸款比年初增速48.3個百分點。和房地產開放貸款
一樣，購房貸款增速亦較上季有所回落。數字顯示，
購房貸款累計新增5,815億元，餘額同比增長18.5%，
比一季度末回落4.8個百分點。

中小企業新貸升
央行數字顯示，在民間借貸利率飆高，企業融資困

難的當下，內地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正逐漸增
加。上半年，人民幣中小企業貸款(含票據貼現)累計
新增1.58萬億元，佔全部企業新增貸款的64.5%，比
一季度末提高1.6個百分點，餘額同比增長18.2%。小
企業上半年累計新增8659億元，佔全部企業新增貸款
的35.2%，餘額同比增長25.9%。
分析人士指出，下半年信貸供給總體趨勢繼續偏

緊，7月新增貸款大致在5,000億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