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利潤大增11% 鋼市向好
專家：價格升需求疲 產能過剩仍考驗經濟復甦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統計

局昨日發佈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今年7月份

內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1%，增速

比6月份加快5.9個百分點，為今年以來各月第二

高點。據中新網報道，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

士指出，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單位成本降幅加大

等是利潤增長加快的主要原因。其中，近期鋼

鐵、有色金屬行業利潤明顯向好，對增長加快的

貢獻率達47.5%。不過，何平強調，市場需求總

體尚未明顯改善，產能過剩等問題仍然考驗工業

領域經濟效益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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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至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6.9%，增速

比1至6月份加快0.7個百分點。何
平分析，7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加
快的主要原因有：

鋼鐵有色金屬價格反彈
一是產品銷售增長加快。7月份，
工業品價格回升，工業生產者出廠
價格指數比6月份大幅提高0.9個百
分點。
二是單位成本、單位費用降幅加

大。7月份，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
入中的成本為86.08元，同比減少
0.42元，比6月份多減0.31元。
三是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受國際

市場變化及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等因素影響，近期鋼鐵、有色金屬
價格反彈，加上去年同期利潤明顯
偏低，鋼鐵、有色行業利潤明顯向
好。
7月份，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
業出廠價格同比上漲2%，而6月份
同比下降1.3%，行業利潤由去年同
期虧損13.9億元，轉為盈利148.3億
元。7月份，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
工業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降幅比
6月份明顯收窄4.1個百分點，行業
利潤同比增加60億元。以上兩個行
業合計拉動當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利潤增速加快2.8個百分點，對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加快的貢獻
率達47.5%。

汽車行業利潤由降轉升
四是汽車行業利潤由降轉升。7月

份汽車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19%，
而6月份同比下降4%，拉動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加快1.9個百分
點。
五是同期基數偏低。去年7月份，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
2.9%，比去年6月份降幅擴大2.6個
百分點。今年7月份工業利潤增長加
快，與去年同期基數較低有很大關
係。

虧損企業虧損額明顯減少
何平認為，總體看，7月份工業企
業效益繼續呈現積極變化，利潤率同
比上升，單位成本同比下降，虧損企
業虧損額明顯減少，庫存壓力繼續緩
解，資產負債率繼續降低。數據還顯
示，化解過剩產能穩步推進。
何平表示，儘管當前工業企業利

潤增長加快，但市場需求總體尚未
明顯改善。同時，應收賬款回收期
偏長、管理費用增速較高、產能過
剩等問題仍然考驗工業領域經濟效
益的復甦。

國家電網稱霸中企500強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

佈的「2016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昨日出爐，國家電網
公司以20,713.4945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營業收入，
取代了連續十年蟬聯第一的中石化。據新華社報道，今年
的中企500強營業收入總額達59.46萬億元，較上年下降
0.07%，為中國企業500強連續發佈15年來首次下降。但
產業結構趨於優化，新動力與新亮點有所顯現。

服務業首超製造業 民企規模增強
數據顯示，今年中企500強的入圍門檻提高至243.46億
元，增幅為7.36億元，營收總額相當於去年國內生產總值
的87.87%；資產總額達到223.27萬億元。
今年500強的重化工特徵持續減弱，而現代服務業加快

發展。服務業營業收入佔比上升至40.53%，首次超過製
造業（39.17%）。海通證券、廣發證券、中國銀河證券
首次入圍。

此外榜單上的205家民營企業規模實力、經濟效益、創
新能力明顯增強，其中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元的有32
家，進入2016財富世界500強的民營企業達到16家。

2016中企500強首十強
1 國家電網

2 中國石油

3 中國石化

4 工商銀行

5 建設銀行

6 中國建築

7 農業銀行

8 中國銀行

9 中國平安

10 中國移動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國家電網登上中企500強首位。圖為工程人員對變壓器
進行安裝檢查。 資料圖片

■■工人在卸載鋼鐵工人在卸載鋼鐵
產品產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當一個正處在轉型升級階段的
中國遇上G20峰會，將擦出什麼樣的火花？中新
社記者採訪的中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智庫專家
認為，G20 將借中國杭州峰會走向「轉型升
級」。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

張海冰指出，G20轉型便是從危機應對性機制，
轉為致力於長期經濟發展的綜合治理平台。杭州
峰會第一次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納入G20框
架，並有望達成30多項主要議題成果。
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何興強倡議，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之一，中國應該積
極在G20倡導能源問題議題。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皮克福德

認為，中國有能力改革G20自身架構和進程。他
指出，G20工作組分工需明確，理應增強發展工
作組的地位和作用。

中英加智庫：
華助G20峰會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6日
報道，泰國旅遊度假區發生的致命炸彈爆炸事件
未能阻止該國對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
國）的遊客上調落地簽證費，泰國政府上周宣
佈，新的簽證費標準將在下月生效實施，上調落
地簽證費使泰國退出了東南亞收取40美元或以下
落地簽證費的旅遊國家（如柬埔寨和印尼）行
列。
泰國軍方主導的內閣在今年早些時候批准了把

落地簽證費翻倍至2,000泰銖（約合380元人民
幣）的計劃，此舉在該國內引發了褒貶不一的評
論。

華客遊泰落地簽
費用將翻倍南方日報：加油，為實現中國夢增添強大精神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8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
切會見第3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體成
員，歡迎中國體育健兒凱旋。《南方日報》昨日發表
評論員文章指出，賽場上，中國的體育健兒們遵守規
則、尊重對手、尊重裁判、尊重觀眾，表現出良好的
體育道德和文明素養，實現了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
豐收，續寫了中國體育新輝煌。在奧運會這樣高水平
的競爭場合，爭第一、拿金牌獎牌很不容易，拿到金
牌獎牌的，值得尊敬和表揚。同時，只要勇於戰勝自
我、超越自我，即使沒有拿到金牌獎牌，同樣值得尊
敬和表揚。

文章進一步指出，國運盛，體育興。黨的十八大
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體
育，把體育事業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誌性事
業，強調要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戰略高度重視發展體育事業，推動我國由
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
出：「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的勇氣，我們就能毫無畏懼面對一切困難和挑戰，
就能堅定不移開闢新天地、創造新奇跡。」回首里
約，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金牌和數字，還有我國體育
健兒所充分展示的強大正能量，以及「人生能有幾
回搏」的拚搏精神。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中國女排

才不畏強手、英勇頑強，打出了風格、打出了水
平，時隔12年再奪奧運金牌，讓女排精神再放異
彩，振奮了全國人民。
文章最後指出，中國體育健兒在里約奧運會上的出

色表現，是中國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
會見中國體育代表團的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奧運精
神和體育精神的核心與精髓，指明了弘揚中國精神的
時代意義和前進方向。體育界更要牢記使命、戒驕戒
躁、再接再厲，努力為祖國和人民贏得更大榮譽，讓
體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強大精神力量。讓我們一起加
油！

中央巡視整改：公務員局整治不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第十一巡視組今年2月28日至4

月28日對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務員局黨組
進行了專項巡視，並於3月1日至4月29日對農業部黨
組進行了專項巡視。在其提出反饋意見後，公務員局着
重處理少數公務員不作為問題，人社部則禁止直屬事業
單位打着人社部的招牌辦培訓班，農業部重點查處向農
民群眾攤派、涉農亂收費問題。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7日消息指，對「解決公務

員隊伍中存在的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問題缺乏有效
措施」問題，公務員局黨組認為，少數公務員不作為，
根本原因在於理想信念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總
開關」出了問題。中共中央組織部、人社部、公務員局
對此在6月印發了《關於推進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工程
的意見》，並開展有針對性的主題實踐活動，同時深化
平時考核，加大治理慵懶散慢的力度。
人社部方面，對於一些直屬事業單位打着人社部的招

牌，委託社會培訓機構開展職業培訓問題，進行了清理
整頓和規範。不允許以人社部名義辦培訓班，不允許委
託社會培訓機構開展職業培訓。
農業部方面，巡視組強調，要堅決查處侵害群眾利益
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重點查處和糾正向農民群眾攤
派、涉農亂收費、集體「三資」管理、支農惠農、扶貧
等領域的嚴重問題，嚴肅查處和糾正農業行政執法中吃
拿卡要和只收費、不作為的問題。

水污染違建積弊 深圳書記促加快整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深圳特區成

立36年，日前召開的市委六屆三次全會上，深圳市委
書記馬興瑞總結深圳歷史遺留的「兩大問題」和未來發
展的「三大挑戰」。他指出，違法建設和水體污染是深
圳兩大核心歷史遺留問題，如不及時採取強力舉措進行
整治消除，將對城市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風險隱患。

全市水體黑臭 水管質量不高
馬興瑞作相關報告時指出，深圳全市水體黑臭現象嚴

重，今年以來通過開展「治水提質」行動，河流水質得
到一定改善，但是由於歷史欠賬多、治理難度大，深圳
河、茅洲河、龍崗河、坪山河、觀瀾河水質仍處於劣V

類。此外，今年
全市計劃建設
1,000公里污水管
網，但上半年建
成公里數未達到
預期進度。已建
成的管網等基礎
設施不少也還存
在質量不高、標
準過低的問題，

影響到正常使用和城市運行安全。
在違法建設方面，深圳違法建築總量累計達到4億多

平方米，今年以來，通過嚴查嚴控違建，全市共拆除各
類違法建築329.6萬平方米。但目前各區主要依靠城市
更新手段消化存量違建，拆除的主要是臨時建築和違法
亂搭建。根據深圳市查違辦核查統計，截至8月15日，
共消化存量違法建築125.93萬平方米，後續任務仍比較
艱巨。

發展空間受限產業用地不足
報告還指出，深圳在發展空間、交通基礎設施、教育

醫療等方面存在的重大挑戰和不足，嚴重制約城市發展
的後勁。據悉，深圳現有陸域面積1,997平方公里，到
2020年規劃建設用地總規模為976平方公里，全市產業
用地極其匱乏，如不盡快釋放拓展發展空間，深圳很快
就會面臨無地可用的困境。

■深圳治水重點河
段初見成效。左圖
為去年污染嚴重的
茅洲河下游洋涌河
段；右圖為今年年
中正在進行初步整
治的茅洲河下游洋
涌河段。

資料圖片

■■《《2016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年二十國集團杭
州峰會州峰會》》紀念郵票和相關紀念郵票和相關
郵品昨日開售郵品昨日開售。。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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