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探路生態文明新模式
建內地首個試驗區 明確四戰略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

院辦公廳近日頒布首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福建）實施方案》

（下稱《福建方案》），意味着福建省成為全國第一個國家生態文

明試驗區，被賦予開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綜合試驗，承當起推進國

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設、生態產品市場化改革，健全環境治理體

系、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開展綠色發展績效評價考核等重大改

革責任，為全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探路」新模式、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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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世界莞商大會擬機械人迎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2016年世界莞商大會

將於下月7日至8日在廣東東莞召開，本屆大會受邀人員中，港
澳台及海外人員佔比達27%。大會期間還將開展20名「傑出莞
商」的評選。據透露，為了配合此次大會「智造新東莞」的主
題，主辦方將利用3D打印技術製作本次大會紀念品，還計劃在
歡迎晚宴和大會上，使用東莞製造的機械人迎賓。
據了解，本屆世界莞商大會歷時兩天，將分為世界莞商聯合
會第六次會員大會、世界莞商資本峰會、世界莞商聯合會第二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及現場參觀考察等內容。
莞商大會組委會秘書長譚滿磯透露，通過前兩屆莞商大會，

當地共引進了120餘個投資項目，總資金超過430億元人民幣。
他還表示，「今年的莞商大會將有利於緩解經濟下行壓力，讓
政府更加了解莞商的困難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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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建成85電商扶貧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記者從濟南市

政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截至目前，濟南市實施電商扶貧
村已有85個，帶動扶貧戶703戶，培訓農村電商人員812
人次，商戶運營規模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

濟南市扶貧辦主任吳興金介紹，該市在扶貧工作中緊抓產
業扶貧打基礎，包括實施「電商+扶貧」。濟南市政府與阿
里巴巴集團簽署了「推動農村電子商務+扶貧開發協議」，

並在章丘建立了農村淘寶項目運營中心，趕街網在商河縣建設縣級運
營中心。截至目前，實施電商扶貧村已有85個，帶動貧困戶703戶。

吳興金表示，該市年內將建成300個電商扶貧村，150個村服務
站，基本完成光纖入戶，幫助更多貧困家庭脫貧致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新疆首家聚焦中
亞、俄羅斯等「俄語區」，以新疆邊貿現實交易流程為模型，

整合了銷售、物流、在線支付等功能於一體的B2B跨境電商綜合服務平
台——「一路通」，日前正式在烏魯木齊上線運營。該平台旨在為疆內
外用戶提供足不出戶的跨境電商出口全流程一站式解決方案。

面向俄語區在線貿易平台開啟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道）首
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下月20
日將在甘肅省敦煌市開幕，作為核心活動的
文化年展將呈上中外館藏奇珍和視聽藝術盛
宴，畢加索、德拉克羅瓦、尤金．伊沙貝等
外國藝術大師的作品，以及齊白石、張大
千、徐悲鴻等中國近現代大師畫作，價值1.2
億元人民幣的《明代手繪絲綢之路地圖》與
絲綢之路13個省區市的館藏精品文物都將亮
相敦煌。此外，13台世界級演出涵蓋了樂隊
演奏、經典舞劇《絲路花雨》、國際時尚
秀、情境融入式演出、實景演出、阿根廷探
戈舞、國際馬戲嘉年華等。

逾八千展品亮相
甘肅省文化產業發展集團董事長王春丁介
紹，絲綢之路文化年展將在9月10日至10月
10日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展覽，共展出61個國
家和國內15個省區市的8,000餘件展品，涵
蓋歷史文物、美術攝影、非遺保護、圖書發
行、絲織印染、瓷器燒製以及中國航空航天
技術成果等10餘種品類。旨在圍繞「彰顯絲
路精神，推進融合發展」主題，展現絲路文
化的多樣包容，促進文明互鑒，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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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今年1至7月，銀
川市共實施招商引資項目285個，實際到位資金377.83億元，

同比增長17.55%。新開工建設的招商引資項目145個，實際到位資金
167.1億元；續建項目140個，實際到位資金210.73億元。產業來看，全市
項目中農業項目36個，實際到位資金14.72億元；工業項目111個，實際
到位資金113.59億元；第三產業項目138個，實際到位資金249.52億元。

銀川前七月引資近380億元
寧夏

據了解，《福建方案》中提
出，將在6個方面26項具

體任務上試驗。其中，編制自然
資源資產負債表、建立領導幹部
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度等試
點改革尤引人注目。
據悉，在《福建方案》中，國
家對閩明確了四大戰略定位：一
是建設國土空間科學開發的先導
區，加快構建以空間規劃為基
礎、以用途管制為主要手段的國
土空間治理體系；二是生態產品
價值實現的先行區，加快構建更
多體現生態產品價值、運用經濟
槓桿進行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
制度體系；三是環境治理體系改
革的示範區，加快構建以改善環
境質量為導向，監管統一、執法
嚴明、多方參與的環境治理體
系；四是綠色發展評價導向的實
踐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資源消

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的生態
文明績效評價考核體系。

16年前率先提生態省構想
公開資料顯示，福建在生態

文明建設方面率先一步。早在
2000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
近平率先提出了生態省的戰略
構想。2001年，福建省成立生
態建設領導小組，習近平親任
組長，福建開始了有史以來最
大規模的生態保護調查。2014
年，福建省成為全國首個生態
文明先行示範區。

■■經典舞劇經典舞劇《《絲路花雨絲路花雨》》將在敦煌將在敦煌
國際文化博覽會上演國際文化博覽會上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福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率先一步福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率先一步。。
圖為入選國家生態保護與建設示範區的圖為入選國家生態保護與建設示範區的
泉州永春美麗鄉村泉州永春美麗鄉村。。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臨近月末，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公開市場操作進行

500億元（人民幣，下同）14天期逆回購，為今年2月6日以來首次，中標利率2.4%，與上

次持平。市場人士指出，央行8月向市場投放流動性比7月寬鬆得多，但市場資金面卻趨

緊，此次時隔半年多重啟14天期逆回購，旨在緩解短期的資金緊張壓力，也意味着降息降準

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小。

根據央行公告，當日央行在公開市場
進行500億元14天期逆回購，中標

利率2.4%，與上次持平；同時進行了
900 億元 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為
2.25%。另外，公開市場24日有1,000億
元7天期逆回購到期，因此當日央行在
公開市場淨投放資金400億元。
央行上一次開展14天期逆回購是今年
農曆春節假期前的2月6日，主要為對沖
春節資金需求，當時亦正值美聯儲3月
加息預期高企之際。

緩解短期資金壓力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劉雁群表示，央

行重啟14天逆回購，主要為了緩解短期
市場資金壓力。8月央行向市場投放流動

性較7月寬鬆，日均逆回購規模達到855
億元，較7月增加200多億元，MLF增
量續作和國庫現金定存招標向市場注入
流動性也超1,000億元，但市場資金面較
7月趨緊，市場利率集體上揚。24日，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隔
夜品種升至2.043%，創5月以來最高
位。其餘品種Shibor及質押式回購利率
也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

延續MLF「鎖短放長」
逆回購操作本是央行向市場投放流動

性並平抑市場利率之舉。但劉雁群指
出，此次重啟14天逆回購，是延續了此
前MLF的操作思路，即「鎖短放長」，
在維持市場資金面整體平衡的情況下，

通過回收短期流動性，同時釋放較長期
限的流動性。如果未來14天逆回購常態
化，將提高市場資金成本，進而達到控
制債市槓桿規模的意圖。
平安證券固定收益部總經理石磊稱，

央行重啟14天期逆回購操作，貨幣政策
工具有所微調，傳達出當前當局對於流
動性調控上中性偏緊的態度，也令市場
降息降準的預期進一步降低。
有貨幣市場交易員稱，央行重新動用

這一期限的流動性工具，是為了在平抑
資金緊張的同時，避免助長槓桿投資。
昨日早盤，10年期國債活躍券殖利率一
度上升3個基點至2.77%，創8月3日以
來新高；10：59，銀行間市場7天期回
購加權利率升至2.4258%的月內高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深圳向來以建設速度著稱。不過深圳市人大常
委會日前審議相關審計工作報告，發現近年來
產業用地延期開工現象突出，建設項目進度不
理想。82宗產業用地開工、竣工中，未按約定
時間開工的超過4成，未按約定時間竣工的更
超過7成，有部分項目延期甚至超過3年。

部分項目延期逾3年
經調查，深圳市2011、2012年通過招拍掛

方式出讓的82宗產業用地開工、竣工情況，
發現未按土地出讓合同約定時間開工的項目
35個，佔43%；未按約定時間竣工的項目58
個，佔71%，部分項目延期超過3年。
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對於延期開工項目，未

按照土地出讓合同和相關法規的規定進行處
罰，對於延期竣工項目，已繳納延期竣工違
約金的僅7個，地價合計1億餘元（人民幣，
下同），繳納的違約金共計159.25萬元，佔
地價的比例為1.53%，違約成本低。

深拍賣用地逾4成未按時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據內地《財新網》報道，中保監近日
召集15家公司召開會議，且徵求了另外15
家外地壽險公司的意見，擬對保險公司開
發中短存續期產品進行「史無前例的嚴格
限制」。有分析稱，此舉或會導致6,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保險資金撤出內地
股市。消息令A股市場受到打擊，昨日保
險板塊跌幅居前。截至收盤，滬綜指報
3,085點，跌0.12%；深證成指報10,760
點，漲0.09%；創業板指數報2,192點，
漲0.83%，兩市成交共計4,490.24億元。

「史無前例的嚴格限制」
《財新網》報道稱，中保監向相關機

構下發兩份徵求意見稿，對中短存續期

產品額度計算方法、保險金額、萬能險
賬戶管理、退保費設定、預定利率、年
金保險形態等多方面，均做出重大調
整。業內人士稱，「徵求意見稿的力度
之大，規定之細緻，前所未有」。
中金公司分析指出，征求意見稿對高現

價存量的限制基本不變，只是新增了對新
成立的保險公司高現價不超2倍淨資產的
限制，對存量高現價仍保有此前5年內逐
步收縮的時間窗口。目前A股中約有
5,000億至6,000億存量資金來自於高現價
萬能險。若新規實施，來自萬能險的存量
資金會逐步在5年內被置換或去除，來自
這一類保險的增量資金將受到更大限制。
受此不利消息影響，昨滬深兩市小幅高

開後迅速震盪回落，滬指多次圍繞3,090點

附近盤旋，大盤始終在5日線與10日線間
的超短間距震盪，未能有效突破。權重股
低迷，題材股熱點分散，滬綜指跌0.12%
報3,085點，成交1,683億元；深成指漲
0.09%報10,760點，成交2,806億元。

權重股低迷 滬A微跌
跌幅居前的多為權重股，特別是保險板

塊有超過10隻個股出現不同程度下跌。
券商、貴金屬、房地產板塊跌幅也較大。
虛擬現實板塊表現較好，由於有報道稱互
聯網巨頭谷歌正投資製作虛擬現實電影和
電視劇，此外還和電子遊戲製作商和體育
聯盟展開合作，推廣虛擬現實計劃，消息
令銀江股份、華訊方舟、聯創電子、嶺南
園林、星星科技等5股漲停。

6千億規模險資或撤出A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廣州港集團有望在明年初上市，集團董事長
陳洪先透露，現廣州港股份公司的上市工作
正穩步推進，有望明年春節前後拿到證監會
的批文。

有利整合周邊港口資源
廣州港擬以建設國際航運樞紐為抓手建設國際

航運中心，推動海運產業升級。廣州市國資委持
有廣州港集團100%股權，下屬有11家分公司，
21家一級控股子公司和14家二級控股子公司。
公司所轄的碼頭佈局從入海口往裡依次為南沙港

區、新沙港區、黃埔港區、內港港區。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分析，廣州港集

團上市後，其品牌更有號召力，可整合周邊
港口資源，例如將周邊如中山等地的未上市
港口資源整合。大珠三角港口群優勢更明
顯，整合資源後，珠三角內部運輸成本更
低，國內貿易進出口公司未必再會通過香港
在珠三角腹地運輸。香港可能將重點發展將
貨物運輸到北方外省為主的「轉運」業務。
記者最新獲悉，廣州港集團今年前7個月共完

成貨物吞吐量2.33億噸，同比增長3.6%；完成
集裝箱吞吐量884.6萬標準箱，同比增長5.4%。

廣州港擬明年初正式上市

■■中國人民銀行昨公開市場操作進行中國人民銀行昨公開市場操作進行5005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1414天期逆回購天期逆回購，，
中標利率中標利率22..44%%，，旨在緩解短期的資金緊張壓力旨在緩解短期的資金緊張壓力，，也意味着降息降準的也意味着降息降準的
可能性進一步減小可能性進一步減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重啟重啟1414天逆回購天逆回購 央行釋流動性央行釋流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