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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通脹擴至1.5% 料幣策難鬆

浙洽會推逾百招商項目 總投資逾4000億

橫琴長隆擬造人工島
面積約為三分一香港海園 投逾50億擴海洋度假區

南方日報：打造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廣東珠海橫琴「長

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將進一步

擴建，在既有項目對出海域上

填海造人工島，面積約為香港

海洋公園三分之一的大小，擴

建後總面積將為香港海園的近

兩倍。記者從珠海市海洋農業

和水務局獲悉，長隆富祥島填

海工程環評報告公示於昨日結

束，即將舉行聽證會。據最新

規劃，作為橫琴長隆二期工程

的重頭戲，富祥島項目擬投資

約50億元（人民幣，下同，約

合港幣57億元），建設中國國

際馬戲節大型永久場館「海洋

大劇院」、海洋博物館、度假

酒店等。二期項目建成後，長

隆海洋度假區將能容納每年

5,000萬人次的客流。

長隆現有及在建項目
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
（已建）水上樂園、野生動物世界、歡樂世界、國
際大馬戲、飛鳥樂園及長隆酒店等項目，總面積約
670公頃，每年接待遊客超過1,600萬人次。

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
（已建）海洋王國、國際馬戲城、橫琴灣酒店、企
鵝酒店及馬戲酒店、5D城堡影院等一期項目，約
132公頃。自2014年3月起陸續開業，2015年客流
量超過1,300萬人次，到2017年3月累計接待遊客
約3,500萬人次。

（在建）動物王國、海洋冒險樂園、富祥島填海工
程等二期項目，其中富祥島佔地35公頃；全面建成
後，將形成約5,000萬人次的年客流量。

清遠長隆國際森林度假區：
僅以森林度假為主題的銀盞板塊便佔地約6,000公
頃；其中，世界珍稀動植物種源基地首期已投入使
用。森林樂園、四大主題酒店在建，約480公頃，
擬2019年底建成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整理

京四大市級機關擬年底遷副中心

長隆海洋度假區首期位於橫琴富祥
灣板塊，自2014年3月底海洋王

國、橫琴灣酒店、國際馬戲城等三大
項目建成開業，至今已完成總投資約
250億元的項目建設，度假區初具規
模，形成了「海洋王國主題公園」與
「國際馬戲城大型馬戲演出」兩大主
題旅遊產品。據統計，相比香港海洋
公園 2015 至 2016 年度入場 600萬人
次，連續兩個年度出現下跌，長隆海

洋度假區在2015年客流量已超1,300萬
人次，而且逐年增長，規劃發展規模
亦不斷擴展。
據悉，該填海工程位於橫琴島東南側
大東灣水域，擬通過填海造成人工島，
填海面積35公頃，形成陸域面積35公
頃，通過規劃橋樑與橫琴島銜接，工程
四周需修築護岸超2,370米。填海施工工
期為24個月，投資約50億元。

新建海洋大劇院及博物館
根據正在編制的長隆國際海洋度假

區的總體規劃，長隆富祥島項目是計
劃建設中國國際馬戲節大型永久場館
及其附屬配套設施海洋大劇院的所在
地，還包括海洋博物館、度假酒店、
度假公寓、以及體驗式商業區、風情
商業街、特色主題餐廳、海洋主題酒

吧等。其中，海洋大劇院定位為中國
最具特色的演藝場館之一，將是橫琴
的地標性建築，促使中國國際馬戲節
成為國際一流的節慶活動，節後還將
上演常態化大型海洋馬戲、雜技演藝
演出等。
「海洋博物館」則將衍生出博物館
的旅遊完整服務體系，也是文化藝術
活動的舉辦地，發展文化藝術相關創
作及服務產業。而「度假酒店」定位
超高端休閒度假酒店，突出海洋特色
與主題，與現有的橫琴灣酒店、企鵝
酒店及馬戲酒店進行有效銜接；「度
假公寓」則將豐富遊客住宿選擇多樣
性。據悉，目前橫琴長隆度假區高峰
期接待遊客超10萬人次，現僅有3間
酒店、客房5,000多間，供不應求。
據最新規劃，長隆富祥島項目定位

為打造一座集海上旅遊文化、濱海遊
樂、高端休閒於一體的國際化、高品
位、智慧型生態人工島，與目前橫琴
長隆主要位於富祥灣的經營板塊緊密
銜接、相互呼應，是橫琴長隆向度假
區東部海區作延伸發展，可重塑濱海
都市休閒旅遊帶。該項目也將是長隆
海洋度假區成為與港澳配套的國際知
名旅遊度假基地的關鍵引擎。

總面積為香港海園近兩倍
據了解，目前長隆海洋度假區面積有

132公頃，加上35公頃的富祥島項目，
總面積將是香港海洋公園的近2倍。而總
投資超500億元的橫琴長隆二期，除了
富祥島項目外，還有動物王國、海洋冒
險樂園等項目；預計項目全面建成後，
將形成約5,000萬人次的年客流量。

78	8������##�	

	
	

����

 � �

����
����

����

���
��		
���
��		

����
����
����
����

������	��������	��

■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海洋王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受藥品、教育服務漲價影響，內地5月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5%，
漲幅較4月擴大0.3個百分點，創四個月高
位，食品價格則繼續回落，鮮菜、豬肉、
雞蛋價格均見下行。與此同時，當月工業
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增速連
續第三個月回落至5.5%，漲幅比4月回落
0.9個百分點，為去年12月以來低位。專
家預計下半年CPI會再回落，今年年內既
無通脹也無通縮風險，貨幣政策暫無需調
整放鬆。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表

示，從同比看，5 月非食品價格上漲
2.3%，影響CPI上漲約1.84個百分點。其
中，醫療保健類價格上漲5.9%，教育服務

類價格上漲3.3%。食品價格下降1.6%，
影響CPI下降約0.32個百分點。其中，雞
蛋、豬肉和鮮菜價格同比下降較多。

CPI將呈中間高兩頭低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從

CPI同比趨勢來看，翹尾因素將在6月達
到年內最高點，所以預計6月CPI同比仍
將繼續走高。但下半年隨着總需求的小幅
回落、監管政策去槓桿防風險導致流動性
有所收緊、市場利率小幅走高，這些都會
導致物價承壓。預計年內CPI同比將呈現
中間高、兩頭低的走勢。與此同時，服務
類價格的上漲將對沖經濟回落和食品降價
等影響，年內既無通脹也無通縮風險。
德國商業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周浩認

為，內地5月通脹數據明確之前關於PPI
見頂的判斷，也說明中國房地產和金融市
場去泡沫在慢慢起效果。CPI漲幅較低，
說明經濟的基本需求還是比較差，需要進
一步觀察。但目前來看，中國貨幣政策很
難轉向，不排除下半年較晚的時候有轉向
的可能性。
申萬宏源證券也認為，PPI方面，由於

沒有新漲價力量，去年基數前低後高，使
得漲幅會有顯著回落。但四季度將是一個
觀察點，如果屆時進一步通脹回落，可能
意味着通縮壓力會成為明年的主要壓力。
貨幣政策方面，監管從嚴對經濟金融短期
有負面衝擊，要考慮經濟和企業的承受能
力，做相應調整，才能達到既去槓桿又不
影響增長的作用。

■5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
1.5%。圖為山西太原的民眾在超市選購蔬
菜。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
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建交
25年來，中哈關係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
就，雙方合作廣度、深度、規模、質量不
斷提升。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評價，中哈關
係「經受住時間和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實
現了跨越式發展，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中哈關係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跨越
式發展？文章引用習近平的講話說，「關
鍵在於雙方始終秉持睦鄰友好、互惠互助

精神，始終堅持彼此尊重、平等互利原
則，始終奉行世代友好、共同發展理
念。」文章認為，正是因為有這「三個始
終」作支撐，中哈政治互信日益牢固，兩
國尊重對方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選擇
的發展道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
相互堅定支持，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密切
協調和配合。
文章還說，中哈務實合作不斷加深，中

國是哈薩克斯坦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

進口來源地，哈薩克斯坦是中國在中亞第
一大貿易夥伴、在歐亞地區第一大對外投
資對像國，同時也是中方共建「一帶一
路」、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合作夥
伴。
文章特別強調中哈關係發展中，元首外

交發揮的重要指引作用。文章說，2013年
9月，習近平主席作為國家元首首次訪問哈
薩克斯坦，開啟中哈關係蓬勃發展新時
代。4年來，兩國元首會晤十餘次，建立起

深厚的個人友誼和良好的工作關係，此次
訪哈是兩國元首不到一個月內的再次見
面，習近平主席和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在會
談時積極評價中哈建交25年來雙邊關係發
展巨大成就，共同規劃了兩國下階段合作
的重點方向和領域，決定推動中哈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在更高水平上健康穩定發展，
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文章最後認為，當前中哈關係發展勢頭

良好，兩國合作潛力巨大。只要雙方沿着
兩國元首確立的方向和路線矢志篤行，中
哈關係必將插上夢想的翅膀，飛向更加美
好的未來，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
實在在的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寧波報道）第
十九屆浙江投資貿易洽談會主題論壇昨日
在浙江寧波舉辦，會上還發佈了《2017中
國浙江投資報告》與2016年度浙江省利用
外資十大縣（市、區）、十大開發區、十
大外商投資出口企業等榜單，推出重大招
商項目108個，總投資4,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合港幣4,588億元）。
同期舉行了浙江省重大項目簽約儀式，
共簽約項目34個，總投資665.4億元（人
民幣，下同，約合港幣763.2億元），其
中，重大外資項目21個，總投資244.3億
元（約合港幣 280.2 億元），協議外資

100.1億元（約合港幣114.9億元），主要
集中在汽車零部件製造、高端裝備製造、
現代物流、生物技術研發等行業。
據介紹，「投資浙江信心指數」由宏觀

經濟形勢、投資環境、投資滿意度、企業
發展預期以及政府工作滿意度幾方面構建
而成。據《2017中國浙江投資報告》抽樣
調查數據顯示，由於對宏觀經濟的積極預
期，使得國內外投資者對浙江的投資信心
重回樂觀。同時，國外投資者對於政府滿
意度較高，對於盈利預期增強。
會上發佈的《2017浙江省吸收外資重點

項目》推出重大招商項目108個，總投資

4,000億元人民幣，涵蓋基礎設施、特色小
鎮、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經濟
等重要領域。
作為「浙江新引力」之一的義甬舟開放
大通道成為本次論壇的一大亮點。據浙江
省發改委主任李學忠介紹，該通道以寧波
舟山港、義烏陸港、甬金高速、金甬舟鐵
路為支撐，着力建成集江、海、河、鐵
路、公路、航空六位一體的多式聯運綜合
樞紐和以綠色、智能、安全為特徵的集疏
運體系，形成內暢外聯、便捷高效的大交
通體系，充分發揮大通道綜合優勢。
義甬舟開放大通道的建設，對內輻射長

江經濟帶，對外輻射「一帶一路」，而且
還可以帶動沿線區域產業發展，讓沿線城
市的功能佈局得到優化，達到以線帶面的
效果，最終形成一條都市經濟走廊。

■浙江投資貿易洽談會主題論壇吸引更多境
外投資商前來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新一輪安全生產巡查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
昨日上午，北京市發改委黨組成員、北京
市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
主任劉伯正指出，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疏解非首都
功能的一項標誌性工作。目前，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行政辦公區一期工程加緊建設，
有望年底四大市級機關和相關市屬行政部
門率先啟動搬遷。
北京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委員會總規

劃師、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施
衛良透露，通州的總體規劃在去年開始進
行，範圍包括155平方公里城市副中心地
區，還有外圍的鄉鎮區域。目前，北京副
中心行政辦公區的6平方公里的規劃設計
已經完成，將啟動四套班子和重點委辦局
的搬遷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昨日發佈消息稱，6
月上旬，國務院安委會啟動第四批安全生
產巡查，8個巡查組陸續進駐內蒙古、上
海、湖北、海南、西藏、甘肅、青海等7
個省級人民政府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安監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巡查結

束後，將首次完成全國省級政府安全生產
巡查「全覆蓋」。巡查工作以查問題、促
整改為主要任務，將加大企業現場檢查和
媒體曝光力度。
對現場抽查企業發現的問題和隱患，巡

查組直接提出處理意見，並督促地方認真
查處落實。對企業存在重大隱患但地方多
次檢查未發現或發現不處罰的，倒查地方
政府和部門責任。對典型違法違規行為和
重大隱患，同時在媒體進行曝光。

波音787「七一」進駐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

道）記者日前從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了解
到，7月1日起，兩架夢想波音787飛機
進駐南航新疆分公司，將執行「烏魯木
齊—上海虹橋」、「烏魯木齊—北京」、
「烏魯木齊—喀什」航線，為天山南北旅
客出行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體驗。
據悉，夢想波音787飛機為新型寬體

機，可提供座位227個，其中包括4個頭
等艙及24個公務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