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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表示，下半年將出台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

總體方案。 網上圖片

■北京與上海的GDP增速排名墊底。圖為北京一家牛奶生產廠。 資料圖片

省區市上半年GDP增速(部分)
GDP 增速

省份 (億元人民幣) (%)

1 天津 6579.01 12.50

2 重慶 5840.51 12.40

3 雲南 4640.59 12.40

4 福建 8858.26 11.30

5 陝西 6777.73 11

6 安徽 8591.3 10.90

7 江西 5901.6 10.20

8 廣西 5810.18 10.20

9 四川 11655.1 10.10

10湖南 10921.8 10

16廣東 28465.92 8.50

19北京 9112.8 7.70

20上海 10168.52 7.70

十大最富縣級市 浙蘇各佔半

工
信
部
：
鋼
鐵
產
能
方
案
將
出
台

京滬增速墊底 中西部強勁

20省區市GDP竟佔總量9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

道) 鋼鐵產業運營下滑趨勢有望緩
解，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新聞
發言人朱宏任昨日表示，下半年，工
信部將會同有關部門，配合制定和實
施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總體方案及有
關的綜合性政策措施。
今年上半年，內地累計生產粗鋼

3.9億噸，同比增長7.4%，日均產量
達到215萬噸。「按此計算，全年粗
鋼產量預計要達到7.9億噸。在鋼鐵
產量依然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鋼鐵價
格繼續下跌」，朱宏任表示，產能的
過度釋放，使鋼鐵行業處於低谷狀
態。
據鋼鐵協會的統計，6月末，內地

鋼材綜合價格指數為98.5點，比5月
份下降了3.3%，比上年同期下降
14.7%；社會的庫存仍然處於較高水
平。

鼓勵民間資本投電信業

另外，朱宏任表示，未來將堅持提
升3G網絡的覆蓋面和服務質量，推
動年內發放電信4G牌照。根據工信
部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
國電信業務收入同比增長8.9%，3G
用戶規模達到3.19億戶，TD用戶接
近5,000萬戶，同比增長2.1倍，達到
1.37億戶。工信部稱，非常重視鼓勵
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
工作。
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副司長祝軍對此

表示，目前已經在15個城市開展相關
4G試點，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
部分城市的規模試驗網已經建成，
TD-LTE的基站數已經達到了2萬個
左右。未來，工信部還將從碼號資
源、行業標準、設備入網等方面 手
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鎏 北京報道) 在國家統計局發

佈中國經濟「半年報」後，各地方近日陸續公佈其上

半年經濟運行情況。截至23日，已發佈的20餘份「半

年報」顯示，各省區市上半年經濟增速全部超過7.6%

的全國數值。其中，北京、上海經濟增速排名墊底，

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則相對強勁。有媒體將地方的

上半年GDP數據相加發現，20省區市的GDP總量已超

過2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佔24.8萬億元的全國總量

94%。

目前尚未公佈上半年經濟數據的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內
蒙古、山西、甘肅、青海、新疆、海南、貴州和西藏等11

個省市或自治區。

跨省商品流動推高數值
據中新社報道，每逢宏觀經濟數據發佈，中央地方「數據打架」

的場景都會在內地上演。本次也不例外。20省區市GDP竟佔總量
94%。這意味 ，隨 餘下11個省區市經濟數據的公佈，地方
GDP之和肯定將大幅超過全國總量，「一加一大於二」的場景將
再度上演。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實指出，跨省的商品流動有時會導

致重複計算推高總量。但亦有學者強調，導致中央地方經濟數據
不匹配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政績考核機制以及經濟核算體制。
雖然中央地方數據的落差會干擾各方對於經濟形勢的研判，也

會讓政府公信力受到負面影響。不過地方數據間的橫向對比，還
是可以大致反映出不同區域的「經濟溫差」。

粵蟬聯GDP體量最大
經濟增速方面，天津增長12.5%，繼續領跑；重慶和雲南並列

第二，同比增長均為12.4%；北京和上海以同為7.7%的增速墊
底。西南部省份經濟增長強勁，GDP增速都在10%以上。除了重
慶和雲南外，四川和廣西的GDP增速分別為10.10%和10.20%。
安徽省上半年增速為10.90%，坐穩中部省份的首位；陝西則以
11%的增速引領西部地區的省份。
GDP體量方面，20個省份中體量最大的仍然是廣東省，其GDP

為28,465.92億元；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江蘇省和山東省，其
GDP分別為27,604億元和25,958.20億元。該三省的GDP佔全國總
量的近三成。寧夏上半年的GDP排名最末，只有1,008.16億元，
不到前三甲任一者的1/20。雲南和廣西GDP分別為4,640.59億元
和5,810.18億元，暫列倒數第二和倒數第三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福布斯》

中文網前天公佈「2013中國最富有縣級市」排名，

從地域分佈來看，這十個縣級市正好有五個屬於浙

江省，五個屬於江蘇省，這也顯示出江浙地區在縣

域經濟上的發達程度。

《福布斯》中文網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

為衡量縣級市富裕程度的依據，此次入選最富十大

縣級市的地方分別是：義烏、諸暨、昆山、張家

港、常熟、江陰、太倉、樂清、慈溪和上虞。其中

位於榜首的義烏以小商品市場聞名，發展成為全國

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國際小商品採購基地。在上榜的

縣級市中，除了義烏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4萬元

外，其他縣級市都在3.5萬元上下，且相互差距不

大，排名第二的諸暨為35,697元，而排名第十的上虞

也有34,0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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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元可以在五星酒店裡消費到什麼？低
於百元的價格放在從前或許還抵不過

一道前菜色拉，如今的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
卻推出了白領中午88元淨價套餐，含飲料、
湯或色拉再加一份主食。並且為了招攬顧
客，酒店還安排多趟往返張江-酒店的大巴
士，提供免費接送服務。
雖然嘉里大酒店並非位於寫字樓區，但一

到午餐時間，周邊商務區域的白領會乘坐地
鐵和酒店班車陸續來這裡用餐。記者隨機採
訪到一位正在用餐的白領，他告訴記者說：
「在張江上班那裡都是科技園區，聽說這裡
提供免費班車接送，中午套餐費用也不高，
就過來這裡了。」
如此看來，走多元化經營模式，增加親民

餐飲比重，已成高檔餐飲的共識。據上海餐
飲烹飪協會副秘書長金培華指出，抑制「三
公」消費的直接影響始於去年第4季度，集
中爆發期體現在今年1月至春節後。金培華
告訴記者：「年初上海很多高端餐飲營業額
急速下降，但他們已經意識到要轉型，之後
狀況開始改變，5-6月份營業額下降趨勢就慢
慢緩和，現在已經出現回升態勢。」

高端餐廳團購活動增

從上海專業餐飲點評網站統計顯示，與
2012年相比，2013年第一季度人均消費500元

以上的高端餐廳收入淨增長率略有下降；而
高端餐廳團購活動有顯著增加，團購售賣量
增長達6倍，產生交易額幾乎是2012年第二季
度的11倍。
另據上海市商務委統計，上海市場上高端

餐飲業利潤下滑，大眾餐飲也跟跌10%至
20%。據悉，除去五星酒店，另一些專營餐
飲的高端餐廳也在走多元化經營模式，很多
店取消了定價過高的菜式，力推平民大眾
菜，降價後點餐率上升了，營業額也被拉
動。在看到市場需求後，還有很多高檔餐廳
放下身段開始提供外送服務，甚至還有在午
間推出流動餐車到商務樓下販賣。金培華對
這些行為都表示了肯定，認為：「當前市場
對高端消費的確造成了衝擊。但對於餐飲企
業而言，面對不同市場應當作出靈活對策，
能在此輪調整中自我轉型是最為關鍵的，而
他們的這些方法都是行而有效的。」

■在浦東張江上班的白領中午會搭乘浦東嘉里酒店免費班車來吃午

餐。 記者孔雯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實習記

者 周瀟嶷 深圳報道）受今年3月沸沸揚揚
的海砂樓事件影響，為了避免深圳再現海
砂樓（港稱「鹹水樓」）風波，據深圳市
住建局已向市政府提交專門報告，提出設
立海砂專營公司和建築用砂基地，以此解

決深圳市建築市場海砂利用中出現的問題。
深圳市住建局表示，將支持建設專業化、規

範化的海砂淡化基地。目前深圳市已 手編制
海砂混凝土地方標準。海砂含大量氯離子，使
用未經處理或雖經處理但仍不符合標準的海砂
會腐蝕鋼筋，會給結構建築物帶來致命的安全
隱患。海砂事件後，該局已向市政府提交專門
報告，提出設立海砂專營公司和建築用砂基
地，建議由該局等部門牽頭，由兩家以上國
企，在全市合理布點，建立若干個建設用砂收
購、處理、銷售基地，利用再生水對海砂進行
集中淡化處理，從源頭上保證建築用砂質量。
目前正等待市政府批覆。此外，該局已經開始
系統研究海砂混凝土的應用技術，並開始編制
深圳市地方標準。
據深圳市住建局表示，海砂淡化基地建設不

僅要解決海砂的來源、淡化場地、淡化用水等
問題，還需建立長效機制，加強對海砂開採、
銷售、使用等環節的監管。為此，該局已委託
市水泥及製品協會等相關單位 手調研建築用
砂的來源、銷售、質量控制等環節，為海砂淡
化基地建設作前期準備。

深
圳
擬
建
海
砂
淡
化
基
地
杜
絕
鹹
水
樓

滬五星酒店走平民路線
限「三公」衝擊大 高檔餐飲人均消費跌至500元■使用有問題海砂建樓，令樓宇鋼筋出現腐

蝕。 網上圖片

新
政
新
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市餐飲烹飪

行業協會近日稱，受國內抑制「三公」消費等影響，上海高

檔餐飲已擠出三至四成水分，人均消費直降300元（人民

幣，同下），從原來的800元跌至500元。面對受限制的消費

市場，上海眾多五星酒店紛紛在逆境中尋求轉型和突圍，為

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不少高檔酒店開始走親民路線，推

出很多精緻又實惠的白領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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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生態之旅」暑期公益夏令營在海口市郊的開

心農場舉行。40名小學員通過參與手工製作豆腐花、

田園採摘、騎馬體驗等活動，在大自然中感受一場另類

的生態之旅。圖為一名小學員在摘茄子。 ■新華社

海南 海口另類生態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藺超 內蒙古報道)

近日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勘測規劃院鄂爾
多斯分院掛牌儀式暨國土資源部土地利
用重點實驗室內蒙古科研基地首次無人
機試飛儀式舉行。儀式上，進行了無人
機試飛演示，無人機航攝系統的技術性
能、適用範圍、應用前景等相關情況的
介紹。
內蒙古是國家土地勘測規劃院首批下

撥無人機裝備的地區之一，裝備的機型
為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中測新圖公司研
製生產的ZC-7型無人機航攝系統。此次

無人機及其航攝系統落戶內蒙古，使內
蒙古土地規劃院成為全國首批下撥無人
機裝備的地方規劃院之一，下一步將把
無人機航攝系統運用到國土資源管理工
作中，尋求科技發展和土地管理的深層
次結合與創新突破。

測繪無人機試飛成功內蒙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石 家莊報

道）河北省秦皇島市宣傳部表示，第
十四屆中國秦皇島（昌黎）國際葡萄
酒節暨中國第一瓶乾紅葡萄酒誕生三
十周年紀念活動，將於下月12日至18
日在秦皇島隆重舉行。
1983年，秦皇島市昌黎縣釀造了中

國第一瓶自主研發的乾紅葡萄酒—北
戴河牌赤霞珠乾紅葡萄酒，填補了內
地空白。為整合產業資源，2008年成
立了河北昌黎乾紅葡萄酒產業聚集
區，提出了把秦皇島建設成為「中國

葡萄酒都」的戰略。
本屆國際葡萄酒節共包括7項主體活

動，包括圖片展、展示展銷會、品評
會等活動。除主題活動外，還將舉辦
昌黎葡萄酒品鑒及投資環境說明會等
配套活動。

秦皇島下月辦國際葡萄酒節河北

■國際葡萄

酒節新聞發

佈會。

本報

河北傳真

■首次測繪

用途無人機

進行試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