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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經濟令人嘆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經濟學家仍在討論經濟如何「脫實

向虛」的問題時，種種跡象顯示，有着「世界工廠」之稱的廣東發生了

反轉：實體經濟成為推動今年經濟穩中向好的關鍵所在。

珠三角經濟加快「脫虛回實」
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7.2%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財政
部昨日發佈數據顯示，7月份全國財政收入
達16,45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1.1%；民生支出增長較快。
據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7月份，中央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8,509億元，同比增長
9.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7,948億
元，同比增長12.8%。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中的稅收收入14,429億元，同比增長13.4%；
非稅收入2,028億元，同比下降2.9%。
從主要收入項目來看，7月份，國內增值
稅5,032億元，同比增長18.8%；國內消費
稅843億元，同比增長4%；個人所得稅899
億元，同比增長17.6%；進口貨物增值稅、
消費稅1,312億元，同比增長22.5%。
值得一提的是，7月份企業所得稅為4,534

億元，同比增長1%。據相關負責人解釋，
這主要是因為去年同月有部分匯算清繳的
2015年企業所得稅延後入庫、基數較高。
資源稅則出現54.9%的增幅，達到104億
元，這主要是因為部分礦產品價格上漲，以
及去年7月1日起全面推開資源稅改革、對絕
大多數礦產品實行從價計徵帶來翹尾增收。
在財政支出方面，7月份，全國一般公共
預算支出13,496億元，同比增長5.4%。前7
個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16,979
億元，同比增長14.5%。

7月全國財政收入
增逾一成

廣東是中國GDP最大的省份，上半年
這個數字是4.19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大致相當於西班牙的體量。廣東
省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規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5,938億元，同比增長
7.2%，其中代表着中國轉變方式的先進製
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速更快，分別比整
體工業快3.4和7.0個百分點。
「從工業結構優化、新動能培育明顯、
技改投資增長等釋放的信號看，廣東特別是
珠三角地區經濟『脫虛回實』步伐顯著加
快，實體經濟的基礎正得到進一步夯實。」
廣東省統計局綜合統計處處長王麗瑩說。

港口貨物吞吐量增
近年來，由於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不少
中國製造業企業遭遇融資難、負擔重、成
本持續攀升等問題，這使市場認為中國製
造業可能處於低谷，但從強勁增長的投資
看，以珠三角為代表的廣東製造業和實體
經濟正在擺脫「脫實向虛」的陰影，繼續
發力前行。

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廣東完成工業投
資4,846億元，同比增長8.7%。其中，廣
東企業完成的工業技術改造投資總額近
2,000億元，同比增長逾30%，高技術製造
業投資同比增長則達到28.2%。
一些重要經濟指標也顯示出廣東經濟

「脫虛回實」趨勢明顯。王麗瑩說，今年
前6月，廣東工業用電量、貨運量、港口
貨物吞吐量均有不錯的增長，「這些指標
與實體經濟掛鈎緊密，特別港口吞吐量的
增長，表明基礎性工業需求正在回升。」
在投資增長和需求回升的背後，是實體經

濟特別是製造業結構優化和利潤空間增長。

製造業再現勃勃生機
廣東省國稅局局長胡金木說，今年上半

年，廣東第三產業GDP增長高過第二產
業，但稅收低於二產。其中先進製造業和
高技術製造業的稅收佔整體製造業稅收比
重達六成，傳統製造業的比重持續下降。
「這不僅說明實體經濟效益在轉好，也

說明廣東製造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他說。
以機械人為代表的智能裝備產業蓬勃發

展，被視為這種變化的標誌性動向之一。
位於廣東東莞的拓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區時常出現貨車排隊的場景。公司總裁
助理蔣周瓊說：「今年上半年，工廠一直
處於『白天黑夜連軸轉』狀態」。
拓斯達是廣東智能裝備產業爆發式增長

的縮影。據廣東省經信委統計，今年上半
年，該省智能機械人產量突破一萬台，接
近去年全年。
在廣東實體經濟的活躍態勢中，以華

為、美的、格力為代表的民營企業發揮了
支柱作用，高技術產業製造業成為最受民
營企業青睞的投資領域。上半年，廣東高
技術產業民間投資同比增長18.8%。從對
廣東221家民營骨幹企業進行的調查看，
當前的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還帶有很強的
技術引領特徵。
「能夠自主開發與研製的企業佔受調查

民營企業總數的87%；有產學研合作的企
業佔比為59%，民營企業的技術研發實力
有了突破性提升。」廣東省經信委民營經
濟處副處長王麗娟說。

■■廣東上半年廣東上半年GDPGDP是中國是中國GDPGDP最大最大
的省份的省份，，反映作為反映作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的珠的珠
三角經濟三角經濟「「脫虛反彈脫虛反彈」」提速提速。。圖為東圖為東
莞莞「「無人工廠無人工廠」」的機械手打磨效率提的機械手打磨效率提
升升22..55倍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標準普
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希爾德日前接
受專訪時說：「次貸危機以來，中國經濟
表現令人嘆服。」

成功將經濟轉為內需導向
「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
體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體現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獲得的增長動能，更
體現出中國採取應對措施的及時有效。」
希爾德說。
希爾德認為，危機發生後，中國迅速反

應，靈活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成功地將
經濟從外需導向型引導為更加依靠內需拉
動增長。
「這些政策令中國經濟免受全球經濟的

負面波及，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宏觀經濟
失衡，同時也加快了城鎮和交通等基礎設
施投資的積累。」他說。
然而，凡事皆有利弊。希爾德認為，危

機後中國採取一系列應對政策也在一定程
度上導致債務問題在近年凸顯，故當下中
國決策層採取的改革措施「十分必要」。
今年上半年，得益於多項結構性改革釋

放的紅利，中國經濟實現6.9%的增長，服
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
5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下旬發

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將中
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0.1和
0.2個百分點至6.7%和6.4%，這是IMF今
年第三次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第八屆留守兒童福彩夏令營日前在廣州開
營，來自清潔工、輔警等務工群體家庭的
100名農村留守兒童，將參與興趣學習、參
觀交流等形式多樣的活動。
本次活動是「花城有愛 青春情暖」廣州

共青團關愛特殊青少年群體系列活動之一，
旨在讓更多留守少年兒童得到幫助，圓夢廣
州。為期兩天的夏令營行程中，孩子們將參
觀花城廣場、廣州塔等地標性建築，暢遊廣
東科學中心、廣州動物園海底世界，聆聽
「嶺南文化講座——古粵秀色」、「危機應
對 安全自護」培訓講座等。
主辦方稱，希望通過夏令營活動讓留守兒

童感受到父母建設廣州的不易與艱辛，同時
感受廣州這城市的溫暖，並呼籲社會各界更
加關注留守兒童的現狀，關注城市建設者。

百留守童赴穗感受城市溫暖

全台用電量創新高 今年3度亮紅燈

台灣米菲多媒體
入選中美青創賽24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2017台北世大運將於本月19日登

場，但競賽門票至今乏人問津。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昨日在台灣廣

播節目中爆料說，台北世大運宣傳費用2.4億元（新台幣，下同，約合

港幣6,100萬元），但平均售票率僅29.4%，而島外售票至今僅賣出

2,693張，平均每張票銷售廣告費近10萬元（約合港幣2.58萬元）。

台北世大運門票乏人問津
宣傳費花逾6000萬 平均售票率僅近三成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日

暫停一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2017中美青年創客大賽總決賽昨日在北京
落幕，一等獎桂冠由來自天津賽區的「半自
動化傳統紮染裝置」項目摘得。據悉，大賽
共吸引6,387名青年創客報名參與。最終，來
自70支團隊的近300名創客成功突圍，攜優
秀作品在北京總決賽現場比拚「最強創意」。
本次大賽於5月10日在四川成都市啟動，

設立中國賽區和美國賽區。時值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之際，總決賽還特別邀請兩支香
港的青年創客團隊參加總決賽期間的系列活
動，共同分享創造的樂趣。
來自台灣米菲多媒體AR makers的Maker

入選總決賽24強。據介紹，Maker是一個
開放式的AR（Augmented Reality，即擴增
實境）編輯平台，可以編輯市面上大部分的
AR需求，適用於各產業的AR入門、營銷
活動、基礎教育，不需要任何程序編譯技
術，且支援跨平台操作。

王世堅在早間廣播節目裡批評，世大運
總宣傳經費為2.4億元，島外售票卻

只賣了2,693張，平均每張票的銷售廣告
費將近10萬元，「連運動員的親友都不願
意來台灣觀看比賽，怎麼把台灣的貢獻宣
傳出去呢？」並舉例，倫敦奧運總售票
數將近100萬張，銷售一空，近七成賣
給世界各國，希望世大運的島外售票再
加把勁。
至於島內宣傳的部分，王世堅表示，宣
傳費約一億多元（約合港幣 2,580 萬
元），民眾卻只看到柯文哲自己說唱跑
跳，敷面膜、坐蓮花，搞怪作秀，「我們
都看不到世大運的台灣健兒在哪裡」？

足球賽門票僅賣出15張
據報道，世大運256場單場賽事可售票

總數70.2109萬張，竟只售出20.6409萬
張，平均售票率僅29.4%。其中，輔仁大
學體育場的足球賽，可售單場票數4,078

張，竟然只賣出15張。對此，國民黨文傳
會副主委洪孟楷批評，「對比每天搞笑曝
光的柯文哲市長，售票不佳很可能會鬧
國際笑話，難道到時又要出動公務員當
觀眾嗎？」
洪孟楷表示，從2012年至2017年，在

島內，台北市政府用在世大運行銷預算共
1.4億多元，在島外，行銷更高達近2.8億
元（約合港幣7,213萬元）。但這些都沒
有實際地反映在比賽的售票上，而且本次
世大運其實門票相對便宜，初賽200元
（約合港幣52元）、決賽300元（約合港
幣77元），且不是只看單場，幾乎所有
票券都可看當日全部賽事，這樣的低價，
卻還讓觀眾裹足不前，柯文哲的宣傳大有
問題。

島外選手拿不到簽證
洪孟楷痛批，柯文哲市長真的不需每天

把自己搞得比選手還忙，世大運你不是主

角，選手才是！把訪問和宣傳的鎂光燈
多一點給選手，讓觀眾們更了解賽事特
點，相信在售票上，至少不會發生場上
奔馳的選手、比場下吶喊的觀眾還多的
怪事了。
另外，王世堅還批評說，世大運已有一

萬多位島外選手報名參賽，但現今仍有
1,845位選手的安全資料尚未審核，也就是
說，島外選手連基本簽證都拿不到，比率
佔18%，世大運不到兩個星期，負責主
辦、收取報名資格和查驗資料的北市府，
現在依舊「吊兒郎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昨日在高溫帶動下，用電量再次創下歷
史新高，供電備轉容量只有64.3萬千
瓦。台灣電力公司（台電）也於當天
下午亮起今年第3顆代表限電警戒的
紅燈。
台電表示，昨日全台持續高溫，台
北再破37度，炎熱天氣帶動用電量上
升。當天最高用電量出現在下午1時54
分，達到3,641.7萬千瓦，而最大供電

能力為3,706萬千瓦，供電備轉容量為
64.3萬千瓦，備轉容量率1.77%，低於
限電警戒紅燈的90萬千瓦門檻，亮出
今年第 3 顆紅燈，距離限電準備黑
燈的 50萬千瓦門檻，也僅差 14.3 萬
千瓦。

下周一起危機有望解除
8日全台最高用電量曾達到3,626.7萬

千瓦，當時刷新歷史最高用電量紀錄。

3日後，紀錄再度被改寫，昨日最高用
電量比起8日，增加了15萬千瓦。
經濟部門能源局副局長李君禮表示，

颱風吹倒花蓮和平發電廠輸電塔造成供
電危機，在台電及和平發電廠等相關人
員全力搶修下，預定在下周一（14日）
尖峰用電時段前提供65萬千瓦電力，加
上大林發電廠新1號機組新增提供20萬
千瓦電力，預計下周一起供電危機有望
解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北地方
法院昨日就台鐵爆炸案民事求償部分作出判
決，判處被告林英昌賠償683萬餘元（新台
幣，下同，約合港幣176萬元），全案可上訴。
2016年7月7日晚，台鐵1258次區間車在

即將停靠台北松山車站時發生爆炸起火，造
成25人受傷。案件一度引起民眾恐慌。警
方經調查發現，傷者之一的林英昌有重大嫌
疑。50多歲的林英昌疑因患癌、求職不順
等原因，在台鐵列車上引爆自製的火藥。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去年11月17日偵結

案件後，依涉犯殺人未遂及公共危險等罪
嫌，對林英昌提起公訴。台鐵則計算車廂等
設備遭毀損及代墊傷者醫療費用等支出，向
林英昌求償683萬餘元。
今年2月22日，台北地方法院就此案刑事

部分進行一審宣判，依殺人未遂罪判處被告
20年有期徒刑，依製造炸彈罪判處10年6
個月，合併應執行30年；8月1日，台灣高
等法院依殺人未遂等罪，改判林英昌應執行
29年10個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30萬元
（約合港幣7.7萬元）。

台鐵爆炸案
被告判賠176萬■■台北世大運門票乏人問津台北世大運門票乏人問津，，柯文哲柯文哲

的宣傳手法被批大有問題的宣傳手法被批大有問題，「，「每天把每天把
自己搞得比選手還忙自己搞得比選手還忙」。」。圖為柯文哲圖為柯文哲
（（前左前左））出席活動時化身校閱官出席活動時化身校閱官，，邀邀
請民眾一起體驗今日登場的世大運妝請民眾一起體驗今日登場的世大運妝
遊嘉年華遊嘉年華。。 中央社中央社

■■颱風颱風「「納沙納沙」」
吹倒和平電廠電吹倒和平電廠電
塔塔，，維修人員連維修人員連
日搶修日搶修。。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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