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受累於外部需
求不振，中國製造業景氣指數明顯不足。匯豐銀行22日
發佈的數據顯示，9月匯豐中國製造業PMI預覽指數為
49.4，較8月的49.9小幅下降，並降至兩個月來的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9月製造業產出指數初值從8月份的50.2
下降至49.2，意味 製造業產出呈現萎縮趨勢。

數據顯示，9月份中國製造業產出和新訂單均出現萎

縮，新出口訂單萎縮呈現加速態勢。與此同時，出廠和
投入價格均加速上漲，採購庫存和成品庫存繼續萎縮，
其中成品庫存萎縮加速。

外需放緩　內需支持GDP增速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亞太區聯席主管屈

宏斌指出，9月份匯豐製造業PMI初值的回落與之前兩

個月的情形類似。他認為，由於中國經濟對淨出口的依
賴度有所減弱，因此即便出口大幅下滑，國內需求仍足
以支持8.5%-9%左右的GDP增速。屈宏斌說，官方公佈
的貿易數據顯示中國出口增長仍然強勁，「對於中國經
濟可能硬 陸的擔憂是沒有依據的。」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分析稱，儘
管匯豐所公佈的PMI預覽指數較8月份的終值有所下

跌，但由於官方數據在9月份時季節性回升的特徵較為
明顯，因此，預計一周後公佈的PMI終值會比今日公佈
的數字有所回升。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的歷史統計數
據顯示，在過去五年，9月份中國官方PMI平均環比上
漲2.24個百分點，8月份平均環比上漲0.52個百分點。

第四季PMI仍臨下行風險
馬駿此前曾認為，相信PMI三季度內會見底，到四季

度則會出現回升，惟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他強調稱，
「情況比預計的更為糟糕」。馬駿認為，歐洲的問題在一
兩個季度內好轉的可能性很小，隨 歐債危機進一步惡
化，預計第四季度的PMI數據仍然有下行風險。

泛珠大會 簽約總額逾4千億

雲南代省長 邀港赴滇設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星馳、趙蕊 南昌報道）

22日，2011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在南
昌舉行，會議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長鹿心社主持，出
席此次聯席會議的還有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等「9+2」各方的行政首長及代表團。

首先，大會聽取了泛珠秘書處處長、廣東省政府秘
書長唐豪對泛珠秘書處工作所作的總結報告。隨後，
大會確定海南省為第八屆泛珠大會承辦方。緊接 泛
珠「9+2」各方簽署了《2011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
首長聯席會議紀要》，在各方行政首長審議結束後，鹿
心社向大家展示了泛珠交接物—一個由國家級陶瓷工
藝美術大師繪製的景德鎮瓷盤。瓷盤以江西、海南兩
省著名景點井岡山五指峰與海南五指山為背景，蘊含

贛閩兩省山川相望之意。最後由海南省代省長蔣定
之代表第八屆泛珠大會承辦方發言。

泛珠行政首長聯席會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譚旻煦 南昌報道）

22日下午，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
談會舉行期間，雲南代省長李紀恆在南昌會見了出
席泛珠活動的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一行。雙方共同表示，希望通過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平台加強兩地合作，並借雲南優勢實現面向
西南的開放。

李紀恆向蘇錦樑一行介紹了雲南的情況，特別是
雲南當前發展的三大機遇，包括「橋頭堡」建設帶
來的重大機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帶來的
發展機遇以及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帶來的發
展機遇。他提出，香港與雲南可以從金融、旅遊、
經貿、高層互訪等方面加強交流合作。他特別指
出，希望港方能在適當的時候到雲南設立經貿代表
處等機構，可以借雲南優勢，共同開拓東南亞、南

亞市場，同時服務企業邁向環印度洋國家發展。
蘇錦樑對李紀恆的建議表示贊同，並表示香港與

雲南在多方面開展的合作卓有成效，雲南三大發展
機遇給滇港兩地合作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相信
兩地的合作會更加緊密。

溫州今年發生的老闆逃跑事件
4月初，溫州龍灣區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失
蹤。目前公開原因是黃鶴參與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
債。

4月，溫州波特曼咖啡因經營不善，企業主向民間借入
高息資金，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出走，相關門店停止
經營。

4月，位於樂清的三旗集團董事長陳福財，因為資金鏈
出現困境、企業互保出現問題出走，6月下旬意外回歸
並表示有能力還清債務。

6月初，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范
某出走，估計涉及上千萬元民間借貸。

6月中旬，位於樂清的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老闆葉某出
走，據傳葉某欠下7000萬巨債無法償還。

7月底，位於溫州龍灣區海濱街道的巨邦鞋業有限公司
老闆王某出走，據記者了解其參股一家擔保公司，涉
及資金約一億。

8月24日，位於溫州甌海區的錦潮電器有限公司老闆戴
某失蹤，原因可能是其參與經營的擔保公司出了問
題。

8月29日，位於溫州鹿城區的耐當勞鞋材有限公司宣佈
停工，傳言老闆戴某因欠巨債潛逃。

9月1日，溫州碟夢兒鞋廠老闆吳偉華「失蹤」。

9月初，溫州市龍灣區「百樂家電」的女老闆鄭珠菊攜
上億巨款潛逃。

9月中旬，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騙員工去
旅遊，老闆逃逸。

9月，浙江江祥源鋼業、溫州寶康不 鋼製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保忠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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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眼鏡名企老闆捲20億出逃
民間高利貸達12億 信貸鏈斷裂或引發「跑路潮」

9月製造業PMI預覽指數再跌

內地研地震預警系統
將與地鐵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消息，北京市地

震局專家介紹，中國目前正在開發地震預警系
統，建成後將與地鐵軌道等城市生命線聯網。而
北京上世紀80年代前建設的老舊房屋和部分農
宅，可以加固的就加固，不能加固的要拆除，使
其達到8度設防標準。

陳武任南寧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雷輝 南寧報道）21日，

廣西南寧市領導幹部大會宣佈，陳武任南寧市委
委員、常委、書記。陳武現年56歲，廣西崇左籍
人士，壯族。履新前他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
委、自治區副主席，兼任北部灣(廣西)經濟區規
劃建設管理委員會主任、管委會辦公室主任、黨
組書記（兼）。

中國網速落後 僅韓九分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消息，美國網絡

數據傳輸公司Pando Networks周二發布的全球網
速排名顯示，韓國互聯網下載速度位居全球之
首，中國網速只有韓國的九分之一。

報告顯示，韓國平均網速達到2202KB/秒，位
列全球之首。而中國網速是韓國的九分之一，僅
245KB/秒，遠低於580KB/秒的全球平均水平。

分析稱，中國網速緩慢，除了地域廣大等地理
原因外，行業缺乏有效競爭是重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

民間借貸鏈斷裂所致的公司關停或老闆逃逸

事件在浙江溫州愈演愈烈。22日，溫州最大

眼鏡生產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

「跑路」的消息得以確認，該公司開始接受

債權人登記。消息人士透露，胡福林目前已

逃往美國，其捲走的資金高達20餘億元，其

中民間高利貸達12億，月利息就高達2千多

萬；銀行貸款達8億，月利息500多萬。受胡

福林逃逸牽累，「10．1」長假後溫州還可

能上演由民間信貸鏈斷裂所引

發的企業老闆「跑路潮」。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浙江信泰集團是溫州乃至全國眼鏡業內知名的企
業，公司產值超億元，產品80%出口國際市場，主要
品 牌 包 括 「 海 豚 （ P O R P O I S E ）」、 「 金 棕 櫚

（PALM）」、「夢幻駱駝（MAGIC CAMEL）」等，並
代理世界品牌，如CK、Calvin Klein、NIKE、DKNY
等，是一個國際性的專業眼鏡企業集團。

涉足領域過多 大筆資金炒樓
今年1-8月，該公司產值亦達1.2557億元。甌海經濟

開發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透露，信泰集團眼鏡生產一
直比較平穩，目前還正準備進行輔導上市。然而，信
泰集團董事長涉足領域過多，他旗下還有浙江中硅新
能源、浙江賽力科技、溫州中硅科技等公司，甚至還
有大量資金參與炒樓。

知情人士指出，高額的融資成本讓投資受挫的胡福
林一時無法支撐，尤其是民間借貸，一旦利息的「雪
球」開始翻滾，拆掉的「東牆」是「西牆」再也難以
填補的窟窿。胡福林和他的信泰眼鏡帝國就這樣被民
間借貸慢慢蠶食。

據傳，胡福林「跑路」的消息因其合作夥伴——浙

江中硅新能源一股東20日晚的跳樓而不脛而走。21日
開始，民間借貸債權人、上游供應商和關聯企業主紛
紛趕赴位於甌海經濟開發區的信泰集團新舊兩處廠
區。

22日中午，記者分別在甌海梧田街道的老廠區和婁
橋街道的新廠區看到，兩個廠區都聚集了大批的債權
人，其中絕大部分為上游供應商和關聯協作企業。正
從新廠區登記出來的眼鏡配件企業負責人袁先生表
示，他的企業就在婁橋街道，給信泰集團供貨多年，
此前結算準時，從無拖欠。「這次與信泰沒結算的貨
款20多萬元，時間剛好是眼鏡供貨的周期2個多月。」

牽連萬人 政府清算小組進駐
在信泰集團新廠區辦公大樓二樓，由政府部門組成

的清算小組於21日晚間就已進駐。截至22日下午17
時，起碼有超200位債權人前來要求登記和結算。溫州
一眼鏡業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信泰集團不能支付貨
款，起碼有上百家企業幾千工人受到牽連。同時，再
加上信泰企業本身員工2,000餘人，以及民間信貸數十
億背後的關係人。「如果所有疊加，超萬人會因此受
到牽累。」

甌海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指出，目前，已
經登記的信泰民間借貸已達1.3億元，這些僅限於親朋
好友間的借貸。估計還有大量民間借貸者不敢登記，
他們怕公開之後同樣會有大批債主上門。

分析人士指，隨 由信泰引發的民間借貸鏈斷裂事
件繼續惡化，「10．1」長假過後，或許仍在休假興奮
中的員工會發現他們的老闆早已棄他們而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實習記者 唐星馳、趙蕊及中通

社22日電)  第七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
洽談會主要活動22日上午完成。大會執委會副主任、江
西省副省長姚木根表示，本次會議達成多方成果，包括
9省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要加強協調處理區域
突發事件，並進行應急演練；此外大會目前已簽約項目
累計1,544項，簽約總金額達4,512.83億元人民幣。

「9+2」將加強協調處理突發事件
泛珠大會22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姚木根向媒體介紹會

議達成的六方面成果：一，各方認為要進一步加強泛珠
區域交通大通道建設，推進一批跨省區鐵路、高速化公
路建設，加強與區域外的交通網絡對接。二，加強應急

合作。各方認為要加強統籌協調，完善工作機制，協同
應對區域突發事件，加強資訊通報和應急演練合作，建
設和諧平安區域。三，加強質量互認合作，加強區域各
方名牌產品、馳名商標、地理標誌產品、知識產權等產
品和相關企業的保護，共同推進區域服務標準化建設。
四，各方認為要加快區域江河流域防洪減災能力建設，
共同探索防範流域發生超標洪水和妥善解決乾旱缺水的
應對措施，促進區域水流域有效保護和水資源合理開發
利用。五，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各方認為要加快建設行
業、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促進政府信用資訊共用；共
同培育信用服務市場，規範信用服務行為，建立守信激
勵、失信懲戒機制。六，各方要聯合開展重大問題研
究，開展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產業合作，研究設立泛珠三

角區域合作基金；開展泛珠區域參與雲南省建設中國面
向西南開放橋頭堡的研究。

姚木根介紹，泛珠區域「9+2」各方在大會期間簽署
了《社會信用體系共建協定》、《泛珠三角地區跨省流
動人口社會撫養協作協議》、《第七屆泛珠三角旅遊深
度合作協定》等一批合作協定。

在經貿洽談方面，第七屆泛珠大會網上推介項目
2,799個，項目總投資貿易額27,818.8億元。截至22日上
午10時，大會簽約項目累計1,544項，簽約總金額
4,512.83億元。簽約專案涉及製造業、基礎建設、旅遊
開發、交通運輸、物流倉儲、電子資訊、節能環保等
領域。姚木根認為，豐碩的簽約成果充分顯示出泛珠
區域合作強大的生命力。

■ 李 紀 恆
（右）向蘇錦
樑贈送「一
帆風順」銀
製 品 工 藝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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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溫州政府部門組成的清算
小組已進駐浙江信泰集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白林淼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