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內地首座
以應急儲備調峰為目的的大型液化天然氣工廠日前在陝

西楊凌正式投產運行。該項目總投資15.19億元人民幣，日原料氣
處理能力200萬立方米，液態天然氣儲存規模達6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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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應急調峰項目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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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

福建 新措支持福州新區
賦予省級管理權限

星期二、四、六刊出

■責任編輯：譚月兒/黎永毅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
報道）由國家環保部宣教中心和深圳
市華會所生態環保基金會主辦的2015
「華．綠色論壇」日前在深圳歡樂海
岸創展中心舉行。《林間最後的孩
子》作者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所
長、台灣環境教育之父周儒，華基金名譽理
事長、美麗中國理事長劉澤彭，華會所理
事、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總裁萬捷作為嘉
賓出席論壇並與與會人員互動，一起暢談綠
色未來，為環保獻計獻策。來自政府部門、
內地領先企業的領導人及其環保行業人士近
200人參會。

生態與經濟同等重要
今年恰逢深圳特區35周年，在向現代化
城市目標邁進過程中，對城市建設特別是
生態環境建設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將生態
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綠色發展之
路。2015年也是華僑城的30周年，華僑城
作為責任央企一直踐行着「生態環保大於
天」的理念，不斷創造優質生活環境。9
月，「2015歡樂海岸自然夢想家」特別行
動正式起航。這是一場環保名人跨界合作
的公益行動，集結着名企業家王石、國際
鋼琴巨星李雲迪、著名藝術家張春暘、著
名音樂人陳胤希等各界名人，分別為「自然
夢想家」活動公益代言。這不僅是一次跨界
公益名人參與的大型公益活動，同時也是
一次全民眾籌美好家園的綠色創想。
通過一體化線上操作方式，歡樂海岸攜手
各界環保名人在京東眾籌平台上發起「2015
歡樂海岸自然夢想家」眾籌活動，同時聯合
華僑城濕地、華基金舉辦零廢棄藝術展、自
然環保課堂、低碳家庭改造等豐富的線下活
動，把日常生活中可行的零廢棄實踐生活方
法介紹給公眾，借用藝術感染更多的都市
人，以喚起他們對環保和藝術的關注，把優
質自然生活的理念傳達給更多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
報道）截至10月底，內蒙古共投2,157億元人民幣，改造

棚戶區132萬戶，使500餘萬人受益。預計到本月底，北梁棚戶區3.3
萬套安置房建設將全面竣工，歷時3年的北梁棚改任務將順利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福建福州新區是內地第14個國家
級新區，該省政府日前出台《關於支持福州新區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下
稱《意見》）。福州新區辦、福州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意見》從規
劃佈局、簡政放權、對外開放、對台交流合作、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科技
人才支撐、社會公共服務、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十三方面提出共36條具體
支持性政策措施，這是福建省政府舉全省之力推進福州新區開發建設的重大
舉措，為新區加快發展添力。
《意見》指出，支持福州市探索建立職能綜合、扁平高效的福州新區管理
模式等，賦予福州新區部分省級經濟管理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內地首例電動汽車分時
租賃異地還車「公務綠色出行微循環項目」近日在山東青島嶗山區
正式啟動。該項目首批將在嶗山區18個停車場投放50輛車，實現電
動汽車租賃異地還車，租賃費每公里0.25元、每分鐘0.1元起。

嶗山區「公務綠色出行微循環項目」，只要在選定的停車場範
圍內即可隨借隨還。據介紹，此項目在青島嶗山區18處停車場，

投建了充電設施並配備了北汽E150等多款新能源車型。租用者無論在
哪個充電服務站租車，都可以根據情況到最近的服務站還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心
者 哈爾濱報道）為應對黑龍
江省鐵路運輸快速增長的態
勢，哈爾濱站樞紐改造工程正
式啟動，Ⅰ標段工程範圍包括
新建哈爾濱站場、哈爾濱東站
改造、哈西站至哈站間走行線
三大工程。最叫人關心的關心的，，是是
擁有百年歷史的哈爾濱站將擁有百年歷史的哈爾濱站將
「「舊貌換新顏舊貌換新顏」，」，改變以往改變以往
客客、、貨運車輛混雜情況貨運車輛混雜情況，，只供只供
運輸客運車輛運輸客運車輛。。

哈站改造項目是哈爾濱鐵路樞紐主要
控制性工程，是完善提升哈爾濱火

車站客運功能的重點工程。Ⅰ標段計劃
總工期48個月，預計在2019年11月底全
部完工。該項目估算投資或破60億元人
民幣。

建成後國鐵地鐵零換乘
中鐵二十二局工作人員說，為在哈站封

閉施工時分流客流壓力，作為哈站輔助客
運站的哈東站會先建成一個面積為4,000
平方米的高架候車大廳。待哈爾濱鐵路樞
紐改造工程整體竣工後，將實現「以哈爾
濱站、哈爾濱西站為主，哈爾濱北站、哈
爾濱東站為輔」的鐵路運輸新格局。哈大
（連）客運專線引入哈爾濱西站；哈齊（齊
哈爾）客專引入哈爾濱站；哈佳（木斯）鐵
路引入哈爾濱站；哈牡（丹江）客運專線經

哈爾濱站引入哈爾濱西站；哈
爾濱火車站車場將升

級為 7

台16線，客內貨外的大型環狀鐵路樞紐。
隨着哈站樞紐改造工程的啟動，與之密

不可分的霽虹橋改造和北廣場改造工程也
將進入施工期。同時，哈爾濱市還將完成
地鐵2號線、6號線換乘站工程跟進，建成
後實現國鐵與地鐵零換乘。從而有效組織
人流集散，建設立體交通格局。
此外，同樣為哈爾濱架構鐵路網重要一

環的濱北線松花江公鐵兩用橋主橋鋼樑架
設也於近日全部完工。該橋是哈爾濱市東
部重要跨江通道，主橋長1.35公里，上層
跑汽車，下層跑火車，預計大橋整體工程
明年完工。

新大樓重現百年前風貌
在早前公示的哈站新大樓效果圖中，記者
看到，新大樓整體為歐式建築風格，依稀可
見中東鐵路時期老哈站的影子。從1903年
至今，哈爾濱火車站大樓經過數次改造，已
伴着哈爾濱這座依鐵路而繁榮的城市悠悠
走過百年。如今的改造工程將更加突出哈站
的樞紐地位，不
僅適應哈爾濱市
乃至整個黑龍江
省的發展需求，
也牽動着無數哈爾
濱人的心。

■■哈爾濱火車站現時景貌哈爾濱火車站現時景貌。。 記者王心者記者王心者攝攝

▲▲哈爾濱新站改造效果圖哈爾濱新站改造效果圖。。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19031903年哈爾濱舊火車站大樓年哈爾濱舊火車站大樓。。
本報黑龍江傳真本報黑龍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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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張小寧。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陝西省政
府副秘書長張小寧昨出席「亞洲物流及
航運會議」時表示，陝西為建設成為絲
綢之路經濟帶交通物流中心，已出台物
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及三年行動計劃，
涉及交通物流、科技創新、產業合作、
文化旅遊、金融合作等範疇。
陝西上月成功舉辦第五屆「陝粵港澳

經濟合作活動周」，並召開「一帶一
路」陝港電商合作交流大會。張小寧於
香港《「一帶一路」陝港物流產業合作
發展新機遇》專題論壇上表示，「一帶
一路」戰略將陝西推到國家向西開放的
前沿位置，陝西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
他透露，陝西結合建設「三個陝西」的
戰略目標，以建設交通物流、科技創新、
產業合作、文化旅遊、金融合作等「五個
中心」，深入對接政策溝通、道路聯通、
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五

通」，制定並出台了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及三年行動
計劃，全力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物流中心建設。
當中包括暢通陸海空三條物流大通道；建設門戶
樞紐機場和省內支線機場；實施「互聯網＋物流業」
戰略；深化與阿里巴巴、京東、蘇寧等戰略合作，推
動電商物流發展；提升供應鏈金融服務能力等。

張小寧倡兩地建機制謀發展
張小寧表示，香港物流業起步早、發展成熟，擁
有完善海陸空物流運輸網絡。陝港兩地在物流領域互
補性強，合作前景廣闊，倡議兩地建立機制，聯動發
展，共享平台及進一步探索兩地企業合作模式。
出席同一場合的陝西省商務廳副廳長李生榮表

示，陝西電子商務近年快速發展，去年全省電商交易
額達2,18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今年交易額
超過3,200億元。今年首8個月網絡零售銷售額錄
102.09億元，是去年同期2.87倍；網絡零售購買額
487.76億元，同比增長78.58%。
他期待香港和陝西物流企業加強合作，參與公共
物流信息平台、智慧物流數據中心等建設，為電商企
業提供線上線下渠道全面打通的物流網絡覆蓋和服
務。

內房回暖勢頭減 寬鬆政策可期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
指出，10月，新建商品住宅與二

手住宅價格環比上漲城市個數減少，漲
幅回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價格環比綜合平均漲幅分別比
上月回落0.2和 0.3個百分點。其中，
一、二線城市房價環比漲幅回落；三線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由持平轉
降，二手住宅價格環比持平。

明年初銷售增速或明顯放緩
交通銀行房地產研究員夏丹認為，房
價和成交仍然以穩定的步伐繼續回暖的
態勢，但在政策不斷出台的背景下，漲
勢卻顯乏力。預計四季度在寬鬆的政策
環境和資金環境下，重點城市的成交復
甦將繼續，但量價增速有所回落。同
時，由於高頻率小政策的邊際效用遞
減，疊加季節性因素，明年初銷售增速
或明顯放緩。
不同城市間房價同比漲跌差異明顯。
一線城市新建與二手住宅價格漲幅分別

比上月擴大2.4和1.1個百分點；二線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降幅比上月收窄
0.9個百分點，二手住宅價格同比則由
上月下降0.9%轉為持平；三線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與二手住宅價格同比下降，
但降幅分別比上月收窄0.7和1.0個百分
點。
與去年同期相比，深圳新房和二手房

價格漲幅達40.5%和36.8%；上海新房
和二手房價同比漲幅分別為 12.7%和
9.7%；廣州分別為7.1%和9.9%；北京
分別為8.1%和8.4%。
新房價格同比下跌最大的三個城市為

湛江、丹東和錦州，分別比去年同期下
跌6.5%、6.2%和5.8%。二手房價格同
比下跌幅度最大的三個城市為大理、牡
丹江和湛江，分別比去年同期下跌
5.6%、5.4%和5.2%。

三四線城市高庫存惹關注
專家指出，房地產市場整體供大於

求，三四線城市樓市低迷的主要原因就

是高庫存。近日，高層接連釋放「穩樓
市」的信號，並提出「去庫存」的整體
方向，未來房地產調控政策定向寬鬆是
大概率事件。

業界：房貸首付有下降空間

中國房地產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雲昌
指出，房貸首付還有進一步下降的空
間。從全球來看，目前內地的購房首付
款處於高位，建議無論首套房還是二套
房以及改善型購房，都可執行20%首付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房地產回暖的勢頭在

遞減。國家統計局公佈，10月內地70大中城市中，27個城市新建

商品房價格環比上漲，較9月少12個；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

也比上月減少1個至38個，其中一二線城市房價環比漲幅回落，三

線城市持平或轉降。業界人士分析，高層連番釋放「穩樓市」和

「去庫存」信號後，下一步還將有寬鬆的政策。

■國家統計局公佈，10月內地70大中城市中，27個城市新建商品房價格環比上漲，
較9月少12個。圖為內地某一房地產售樓部，民眾觀摩詢問銷售中的商品樓盤。

資料圖片

收緊跨境融資 央行穩離岸人幣
香港文匯報訊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的中歐國際交

易所昨日開業，首批登場的人民幣產品包括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和人民幣債券。據悉，中歐所
開業初期主要上市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證券現貨
產品，待條件成熟時再上市金融衍生品。中歐所由
上交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團、中國金交所將按照
40%、40%和20%的比例，共同投資2億元人民幣
在法蘭克福成立。
首批上線產品包括中銀國際和建銀國際分別與德

國商業銀行合作，各發行1隻以人民幣計價的ETF
產品，跟蹤中國上證50指數。另一隻中國銀行發行
的人民幣金融債也於同日掛牌。此外，已在德交所
掛牌的12隻中國市場相關ETF及180多隻人民幣債
券也將轉移至中歐所交易平台。

中歐所開業 首批人幣產品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人民銀行近日悄悄收緊境外
銀行人民幣清算行及參加跨境融資渠道，不少清算行及參
加行已被暫停人民幣賬戶融資及參與債券回購交易，債券
抵押回購安排亦被叫停。市場人士分析，央行此舉意在限
制資金調出境外使用，以穩定離岸人民幣匯率。
據路透社引述有中資境外清算行人士稱，上周五已收
到央行窗口指導，目前已暫停我行與內地銀行間的人民
幣賬戶融資及債券回購交易，認為監管層的意圖是限制
近期跨境套利和人民幣匯率投機交易、限制離岸人民幣
套息頭寸，提高空頭的成本。
據指，當離岸人民幣資金抽緊時，不少境外參加行會通
過境內代理行賬戶融資及債券回購，將人民幣調撥至離岸
市場；而近期境內短期資金利率持續低於境外，部分參與

行利用這個通道在做境內外套利差。有交易員指，央行正
通過政策和市場兩個方面壓制離岸人民幣的套利需求，加
上之前帶有槓桿頭寸的離岸人民幣盤已消耗得差不多了，
境外收緊流動性對離岸即期影響小一些。
市場人士表示，境內代理銀行暫停對境外參加行的賬

戶融資，對離岸人民幣市場影響較大，離岸人民幣短期
拆借利率從周一開始已飆升，香港離岸人民幣銀行同業
隔夜拆息(HIBOR)定盤價從上周五的1.73%升至周一的
4.45%，昨天升至4.899%。
有境外銀行表示，境外清算行、參加行原先的賬戶融
資、債券回購這類可以從境內拆出資金的業務近期都被
暫停了，估計要到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之後才
會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