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海外宏洋中期少賺31.3%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昨日表示，中國應將
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設於6.5%至
7%，低於2014年目標，並且避免
推出刺激措施，除非經濟有可能遠

低於目標水平。原因在於中國預算外開
支龐大，以及信貸與投資增長迅速帶來
的風險已經「上升至很高程度，加以遏
制已經成為優先任務」。IMF稱，多數
理事持有這一看法，部分理事覺得應該
採用更低的增長目標。

通脹率料回落至2%
外電消息指，在結束與中國第四條款
（Article IV）年度經濟磋商後，IMF重
申對內地經濟增長率今年將降至7.4%，
明年將進一步放緩至7.1%的預估。IMF
在今4月時曾預估內地今年的經濟增長
率將在7.5%，明年料成長7.3%。
IMF估計，中國今年年通脹率可能回

落至2%，遠低於政府3.5%的目標，明
年通脹率升至2.5%。
另外，IMF亞太區副主席兼中國工作

組主管Markus Rodlauer認為，內地房
地產行業疲弱對經濟構成短期風險，但
由於有政府政策的緩衝，經濟短期風險
依然可控。然而，中國當前的增長路徑
不可持續，政府亟需推進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外宏洋（0081）公布截
至6月底止的中期業績，營業額為78.93億元，按
年下跌1.4%；盈利按年跌31.3%至10.74億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47.1仙，派發中期股息每股4
仙。
期內，公司成功於蘭州、汕頭、揚州及南寧投

得共4幅地塊。於6月30日，公司持有之土地儲
備分布於內地15個城市，可興建1,305萬平方米
之建築面積。
該股昨收報6.29元，升2.9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海油
（0883）宣布，位於南海珠江口盆地的番禺10-2/
5/8項目已投產。該項目包括番禺10-2、番禺
10-5和番禺10-8三個油田，依托番禺4-2油田相
關設施開發，主要新建生產設施包括一座井口平
台和9口生產井。目前有4口井在產，日產原油約
9,000桶，預計明年達到日產原油1.3萬桶的高峰
產量。項目屬於自營項目，公司擁有該項目100%
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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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番禺項目投產

滬指八連升重上22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中石油集團公司周三舉
行2014年領導幹部會議。董事長、黨組
書記周吉平指出，集團公司黨組面對嚴峻
考驗，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
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取得良好業績。
今年以來，主要生產指標增長穩定，經營
效益好於預期，內部改革初見成效。
周吉平表示，為了確保達成全年目標，

集團努力解決影響生產運行和效益提升的
關鍵問題，完成生產經營目標和國資委下
達的保增長任務。重點推進主營業務的協
調運行，務求增產增銷增效。堅定不移優
先發展上游業務，進一步發揮盈利支柱作
用；加快下游業務布局結構調整和善用資
源，提高創效水平；加強國際油氣合作，
發展優質海外業務。

取得九大成果
總經理廖永遠在報告中首先通報了上

半年的生產經營數字，指集團公司着力
推進主營業務發展，加強統籌協調運
行，開源節流降成本增效益，持續改革
創新，保持生產經營平穩有序發展，取
得九大成果。一是內地勘探開發順利，
油氣產量實現雙過半；二是煉化生產運
行的經營狀況明顯改善；三是油品銷售
提質增效，市場應對能力持續增強；四
是天然氣銷售效益提升，重點管道及儲
氣庫建設投運有序推進；五是海外業務
健康發展，國際油氣合作取得新突破；
六是服務保障業務能力提升，轉型升級
步伐加快；七是推進改革強化管理，開

源節流降本增效見到明顯成效；八是科
技創新和信息化建設取得重要成果，支
撐作用有效發揮；九是安全環保基礎持
續加強，總體形勢保持穩定。
對於下半年生產經營工作，廖永遠強

調，要按照集團公司黨組統一部署，堅
持穩中求進，推動油氣主業發展，改善
生產運行，繼續開源節流推進改革，以
完成全年各項生產經營目標。同時抓緊
內地油氣生產和供應，加強產煉運銷儲
貿統籌的平衡，協調聯動，令內地油氣
業務穩步增長。保持油氣生產平穩均
衡，圍繞「兩控一降一調整」改善煉化
生產，努力建設成品油銷售「黃金終
端」，全面提升天然氣銷售效益和管道
營運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國家電網公司昨日與
意大利存貸款公司簽署協議，以
21億歐元（約217.72港元）收購
意大利存貸款公司旗下能源網公
司35%股權，該公司持有意大利
輸電網公司29.85%股權和意大
利天然氣網絡公司 30.01%股
權。交易完成後，國家電網將間
接持有10%以上的意大利電網和
天然氣網股權，這亦是中國企業
迄今為止在意大利最大單筆投
資。
此次交易完成以後，國家電網

公司將在意大利存貸款能源網公
司董事會5名成員中指派2名董
事，並派出2名財務管理人員；
在目標公司意大利輸電網公司和
意大利天然氣網絡公司的董事會
中各指派1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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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改革初見成效

分析師指，本周大盤經歷大幅上漲
後，已開始強勢整固，其後受基本

面要素的推動有望延續上漲格局，藍籌
股仍然主導行情。

三新股集體「秒停」
滬深兩市小幅低開後衝高回落，一度

雙雙轉跌。午後，在黃金、有色金屬、
煤炭等權重股帶動下，滬深兩市大幅上
升。創業板高開低走之後探底回升。從
行業股上看，有色金屬領漲，釀酒食
品、券商、鋼鐵、保險、銀行、地產等
漲超1%，僅計算機小幅收跌；概念股中
黃金、充電樁漲幅居前，網絡安全、中
石化系等小幅收跌。
滬深兩市迎來三隻新股，N天華、N台

城、N中材不意外集體「秒停」，首日

漲幅均約為44%。
伴隨股指反彈，滬深兩市超過1,700隻
交易品種上漲，遠多於下跌數量，30股
漲停1股跌停。兩市共流入120億元，其
中滬市流入78億元，深市流入42億元。

有色金屬股漲近3%
有色金屬股領漲兩市，漲近3%，多隻

股份漲停。煤炭股午後拉升，山西、陝
西以及內蒙古等主產煤地紛紛出台規
定，集中清理規範涉煤收費。多地大力
度的清費行動，則被業內人士認為是為
煤炭資源稅改革的開局鋪路。券商股全
線上漲。
中銀國際證券策略分析師周榮華認

為，從目前這種震盪格局來看，是屬於
比較強勢的震盪。他表示，二季度經濟

數據明顯改善，政策層面央行延續了定
向寬鬆的趨向，流動性依舊保持比較寬
鬆，滬港通的政策紅利依舊對市場的中
級反彈形成支撐。
另外，管理層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思

路正發生明顯變化，已開始通過房產稅
等市場手段建立長效調控機制，中長期
會對需求產生一定抑制，對行業將產生

一定負面效應。
周三召開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

了《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徵求意見
稿）》，該條例強調已經發放的權屬證
書繼續有效、已經依法享有的不動產權
利不因登記機構和程序改變受影響。按
照立法程序要求，將徵求意見稿向社會
公開徵求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裘毅）在有色金屬及礦業股上升帶

動下，上證綜指走出「八連升」，全日收報2,201點，漲20點或

0.93%，為自2013年12月11日之後再站上2,200點上方。深證成指

收報7,956點，升103點或1.32%。兩市分別成交1,324億元（人民

幣，下同）和1,453億元。整個7月，滬綜指升幅達到7.48%。創業

板指數昨報收1,344點，漲幅0.13%。

■■上證綜指重上上證綜指重上22,,200200點上方點上方，，
全日收報全日收報22,,201201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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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港經濟論壇寧波開幕
劉奇：兩地合作結更豐碩成果

「薪火相傳—首批寧波幫人士塑像揭
幕儀式」昨在寧波幫博物館舉行。據悉
此次揭幕的塑像是改革開放以來為寧波
作出特別貢獻的9位寧波幫代表人士，
分別是：貝時璋、王寬誠、邵逸夫、談

家楨、盧緒章、董浩雲、包玉剛、曹光彪、
李達三。
寧波市委副書記余紅藝在儀式上表示，為
首批寧波幫人士塑像既是向寧波幫致敬的重
要活動，更是聚合城市情感的重要舉措，寧
波應該以寧波幫博物館建設為載體，更好地
搶救、整理寧波幫珍貴的史料和實物遺存，
積極打造寧波幫及其後人可以追蹤還原的良
好平台，積極打造全世界寧波人的情感地標
和精神家園，不斷提升寧波的國際影響力、
文化凝聚力。李達三當天為自己的塑像揭
幕，包括曹其鏞、董建成、蘇文駿等數十位
寧波幫代表人士的家屬代表出席揭幕儀式。

盧兵：為後代在寧波留根
盧緒章的小女兒盧兵參加了父親塑像的揭幕儀式，她

告訴記者，2010第一次參觀寧波幫博物館後，她就有
了把父親的遺物和字畫捐贈寧波的想法。「父親很早就
離開了寧波，到我這代再往後，很多小輩甚至也沒回過
寧波。我想把一部分父親的遺物留在寧波，也是為後代
在寧波留了根，讓他們能經常回寧波看看。」
「最讓我感動的是，寧波從來沒有忘記過我的父

親。」2011年，在盧緒章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寧波
舉辦了大型的紀念座談會，還編印了一套《盧緒章紀
念文集》。2014年，寧波又為盧緒章等9位寧波幫代
表人士修築塑像。「作為寧波幫的後代，我真的很欣
慰。」盧兵現在的職務是北京興大助學基金會的副理
事長，基金會自2001年至今已資助了北京、天津等十
所高校的近千名貧困大學生。「父親那一代更重視國
家興旺和民族發展，到了我們這一輩，則是想通過教
育來推動國家的發展。」

作為甬港兩地青年企業家交流的重要平
台，今年甬港經濟合作論壇青吸引了諸多
「寧波幫」二、三代的參與。他們對甬港
兩地發展充滿信心，紛紛表示甬港合作前

景廣闊。

曹慧婷 曹光彪孫女、香港永新
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寧波在醫療、教育、養老領域還有很大
潛力，香港公司未來在這三塊上可以做投
資發展。雖然我現在已經基本把公司業務
交給下一代，但我還是鼓勵下一代要抓住
寧波發展的機遇，多回來看看有沒有合作
機會。

蘇文駿 包玉剛外孫、香港環球
教育集團總裁

全國的經濟在轉型的狀態，寧波的經濟
也要轉型，要從傳統的製造業轉型到現代
服務業。香港在服務業上有很多經驗，可
以在服務業、旅遊業等方面為寧波帶來更
多的思路和扶持。除此之外，寧波與香港
一樣，都是港口城市，在航運物流上有很

多共通之處。我已與幾位朋友在寧波成立
了投資基金，並在寧波投資了一個做現代
物流平台的公司。

董建成 董浩雲次子、東方海外
集團主席

我從第一屆就開始參加甬港經濟論壇，
到今年已經是第十三個年頭了。香港與寧
波有很多互補的地方，例如香港是一個服
務型經濟體，寧波則是實體經濟為主，我
希望甬港合作能更深入、更密切。

王彭彥 王寬誠孫子、香港幸福
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寧波幫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成功、最具代
表性的商幫之一。作為寧波幫的新生代，
我將繼續秉持老一輩寧波幫的家國情懷和
創新開拓精神，關心支持家鄉建設，慷慨
解囊，建言獻策。

「寧波幫」是寧波
商人在開展商事活動
中逐漸形成並發展起
來的一種群體稱謂，

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幫。目前
「寧波幫」已拓展到工商、科教、
文化等各個領域，活躍在世界103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海外「寧波
幫」達42.7萬人。

海外「寧波幫」近半數集中在香
港，總數超過 16 萬人，其中不乏
政界名人、工商巨頭、社團領袖
和社會名流。僅中國科學院和中
國工程院中就有寧波籍院士100餘
名。以「寧波幫」為代表的寧波
華僑華人以不甘人後的進取意
識、海納百川的開明思想、至實
無妄的誠信品德、勵業重義的互
助風格，歷經百年風雨，薪火相
傳，生生不息。

劉奇還說，甬港經濟合作論壇舉辦12
年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目前

已有6015家港資企業落戶寧波，10家寧
波企業在香港上市，102家寧波企業在
香港設立分部，香港已成為寧波最大的
境外投資來源地和重要貿易夥伴，寧波
已成為香港工商界投資興業的一方熱
土。

創新交流方式拓寬合作領域
寧波市市長盧子躍表示，寧波將以更

大的氣魄，更實的舉措深化開放合作，
積極發揮好甬港經濟合作論壇的平台作

用，創新合作交流方式，拓寬合作交流
領域，為促進甬港兩地的繁榮發展做出
更大努力。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方舜文指，甬港論

壇已經成為深化兩地經貿合作的平台，
寧波和香港在2103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相
較於12年前有5倍的增長。希望能借助
論壇這一平台，兩地能邁向全方位的合
作和交流。

積極發揮平台作用互補不足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稱，香港擁有

許多熟悉國際運作的人才，可以作為寧

波和世界之間的聯繫人。
東方海外集團主席董建成作為寧波幫

代表人士發表致辭時表示，甬港兩地經
濟處於重要轉型期，應發揮各自強勢，
寧波應該利用香港人才、信息優勢，促
進寧波發展，香港可利用寧波實體經濟

發達等優勢，補充香港不足。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

祥、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中聯辦
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香港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助理署長吳志華等嘉賓參加了論
壇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高施倩 寧波報道）2014甬港經濟合

作論壇昨晚在寧波開幕，400餘位甬港嘉賓出席了開幕式。浙江省委

常委、寧波市委書記劉奇在開幕式上表示，本屆論壇既是對過去12

屆甬港交流合作的總結回顧，也是對未來兩地深化合作的美好展望，

希望甬港兩地以本屆論壇為新起點，在國際貿易、港航物流、金融創

新等各個領域建立起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在參與國家「一路一帶」

建設中結出更加豐碩的合作成果。

首
批
寧
波
幫
人
士
塑
像
揭
幕

甬商二三代：甬港合作前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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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幫寧波幫」」

■蘇文駿等數十位寧波幫代表人士的家屬
代表出席揭幕儀式。 俞晝 攝

■曹光彪家人為塑像揭幕。 高施倩 攝

薪
火
相
傳

■李達三細看
「首批寧波幫
知名人士金石
肖像印」。

邱灶全 攝

■2014甬港經濟合作論壇開幕儀式。 本報寧波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