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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港資金融企業註冊資本32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橫琴自貿區昨日公佈了橫琴自貿片
區金融改革創新工作匯報（下稱匯
報），匯報顯示截至7月橫琴新區各類金

融企業共 5,574 家，比年初增加 1,858
家，其中港資金融企業93家，註冊資本
328億元（人民幣，下同），東亞銀行、
創興銀行、工銀國際等港資企業均在橫

琴設立金融類企業。
匯報指出，橫琴新區成立七年以來，

金融業呈現跨越式發展態勢，從只有1家
農信社分社，發展成為橫琴新區重要支
柱產業。
2009年到2016年，全區金融業增加值

從0.3億元增加到14.02億元，年均增速
73.18%；金融類機構從1家增加到3,716
家，年均增速223.60%。截至2017年7月
底，橫琴新區各類金融企業共5,574家，
比年初增加 1,858 家；註冊資本亦達
6,548億元，比年初增加1,133億元；區
內財富管理機構資產管理規模超2.4萬億
元。
此外，在打造粵港澳金融合作示範區

方面，橫琴新區也取得了顯著成果。數
據顯示，截至7月末，橫琴自貿片區共有
港資金融企業 93 家，註冊資本 328 億
元；澳資金融機構16家，註冊資本14.50
億元。港資東亞銀行、創興銀行、工銀
國際、KKR（亞洲）、六福金融，澳資
大西洋銀行等紛紛在橫琴設立金融類企

業。

跨境人民幣業務增長驚人
而在粵港澳金融合作方面，廣發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成為首批獲准銷售基金的內地
公募基金之一，旗下廣發行業領先混合型
證券投資基金已獲准進入香港市場銷售；
在橫琴註冊的澳資企業──澳漾融資租賃
有限公司於2016年4月辦理了廣東自貿區
內首筆跨境融資資金意願結匯業務；工商
銀行橫琴分行與工銀澳門共同研發了「琴
澳粵通卡」，為兩地牌車主提供停車費、
通行費等繳費便利。
數據顯示，橫琴新區在跨境人民幣業務

方面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自2010年試
點以來，橫琴累計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業
務超2,560億元，其中2017年上半年辦理
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 640 億元，增幅
35%。橫琴跨境人民幣貸款備案企業35
家，備案金額共206億元，提款21.42億
元。橫琴新區備案跨境人民幣資金池個數
達8個，資金池備案金額達510億元。

世界旅遊聯盟在成都成立

中國倡與東盟加強規劃對接
張高麗在東博會提6建議 盼共譜海絲新章

南方日報：用好巡視這件國之利器黨之利器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央紀委宣傳部、中
央巡視辦、中央電視台聯合製作的電視
專題片《巡視利劍》於9月7日至11日在
央視綜合頻道播出後，引發社會各界強
烈反響。《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評論
員文章指出，把巡視作為黨內監督戰略
性制度安排，用好這件國之利器、黨之
利器，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章續指出，發揮巡視政治導向作用，
強調以「四個意識」為政治標杆，把維護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
導作為根本政治任務，是推動全面從嚴治
黨走向縱深的關鍵所在。習總書記反覆強

調，「要堅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視」，「善
於從政治上發現問題」，「發揮政治『顯
微鏡』、政治『探照燈』作用」。剖析專
題片披露的一系列典型案例，少數領導幹
部身上出現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只是
「表」，根子在於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
識喪失、黨的領導弱化，在於黨的建設缺
失、管黨治黨失之於寬鬆軟。黨要管黨必
須從嚴治黨，體現在巡視工作中就是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化政治巡視。要緊緊圍繞
黨的領導、黨的建設，聚焦全面從嚴治
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維護政治生態；
要把堅定理想信念宗旨、執行黨的路線方
針政策作為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對照「四

個意識」找差距，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
礎。
文章進一步指出，如果說巡視是政治

體檢，那麼「回頭看」就是政治複查。
通過「回頭看」，一方面切實督促落實
整改責任；另一方面對新的問題線索深
入了解，形成更大威懾力。這是習近平
總書記完善巡視制度頂層設計的重大創
新。專題片顯示，正是通過「回頭
看」，黃興國、王珉等嚴重違紀違法問
題才最終浮出水面，並且釋放出「巡視
不是一陣風」的強烈信號，彰顯出黨內
監督的嚴肅性與韌勁。確保巡視利劍作
用的最大程度發揮，還要繼續創新體制

機制，建立健全組織領導、統籌協調、
報告反饋、整改落實、隊伍建設等工作
機制；還要繼續創新組織制度，內部挖
潛、盤活存量，充實隊伍、優化結構；
還要繼續創新方式方法，使巡視工作更
專、更活、更準。
文章最後指出，廣東各級黨委和紀檢

監察部門要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向縱深發展，充分認識完善黨內監督的
重要性，創新巡視巡察制度機制和方式
方法，不斷增強「四個意識」，着力提
升「四種能力」，築牢黨的執政基礎和
群眾基礎，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提
供堅強政治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颱風「泰
利」正以每小時22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移動，強度逐漸加強，最強可達強颱風或超強
颱風。預計明日凌晨「泰利」進入釣魚島海
域，明日夜間至後日早晨登陸浙江沿海，也有
可能在浙江近海北上轉向。福建省氣象台昨日
發佈了「沿海颱風警報」和「颱風預警Ⅲ
級」。
受「泰利」影響，福建部分對台客渡船自今

日起停航，其中包括「馬尾－馬祖」、「黃
岐－馬祖」、「泉州－金門」。直航船舶方
面，「海峽號」預計今日起停航。廈門航空公
司對今日部分台灣地區航班進行了調整，廈
門－松山、福州－松山、松山－廈門、松山－
福州航班取消。

「泰利」將至
閩台取消部分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兵、曾萍

南寧報道）第14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昨日在

廣西南寧開幕，今年是東盟成立50周

年，是「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深入的

重要一年，本屆盛會以「共建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旅遊助推區域經濟一

體化」為主題，突出「帶路」元素，

首設「帶路」國家展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
麗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又與汶

萊蘇丹哈桑納爾、柬埔寨首相洪森、越南常
務副總理張和平、哈薩克斯坦第一副總理馬
明、老撾副總理宋賽等嘉賓共同點亮心願
燈。
張高麗表示，中國願繼續秉持親誠惠容理
念，與東盟攜手共同譜寫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建設新篇章。一是深化雙方政治互信，推
進制訂「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2030年願
景」，進一步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同東盟
區域戰略和東盟國家發展規劃對接，繼續推
進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中國－東盟東部增
長區等次區域合作。二是深化國際產能合

作，有序開展清潔能源、現代通信、電力等
產能合作，發揮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產業
集聚作用。三是深化經貿合作，共同落實
《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
等，引導雙方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參與「一
帶一路」重點項目，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升級發展。四是深化互聯互通合作，聚
焦關鍵通道、關鍵城市、關鍵項目，着力推
動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
通，加快區域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五是深化
創新合作，積極投身智能製造、「互聯
網+」、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創新發展浪
潮，實施「中國－東盟科技夥伴計劃」，落
實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

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六是深化人文交流
合作，共同辦好今年「中國－東盟旅遊合作
年」各項活動，創新教育、文化、體育、衛
生領域合作模式，密切民間友好往來，夯實
雙方交往民意基礎。

雙方貿易額25年增近56倍
張高麗說，中國與東盟10國為創始成員國

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順利運行，2016年
以來為9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17個項目提供
了28.28億美元貸款，中方將向絲路基金新
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並鼓
勵中國金融機構開展規模3,000億元的海外
基金業務。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
銀行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等值人
民幣專項貸款支持，支持「一帶一路」建
設。
張高麗又提到，中國與東盟建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區，1991至2016
年雙方貿易額增長近56倍，累計投資額增長
近355倍，今年1至7月中國東盟貿易額同比
增長14.5%，高於中國整體貿易增速。中國
連續8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連
續6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東盟已經
成為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
一，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協議書》已經簽
署並生效。

■■張高麗於東博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張高麗於東博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香港文匯報南寧傳真香港文匯報南寧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南寧報
道）9月9日，在菲律賓舉行的第二屆
中國香港—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香
港與東盟宣佈完成《自由貿易協定》
和相關《投資協定》的談判，相關協
定將於今年11月正式簽署生效。而在
昨日開幕的第14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上，香港已連續3年亮相「魅力之
城」專題展，向中國與東盟客商展示
香港形象。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

許寧寧表示，香港作為特別關稅區與
東盟進行談判，經過3年談判最終敲
定，香港加入自貿區可以發揮自身的
優勢，為東盟提供更好的金融、物流

服務等，共同推動東盟經濟體的發
展。
據了解，香港與東盟將於11月簽署

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自貿協定和投
資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以及爭端解決
機制。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夥
伴，也是香港2015年的第四大服務貿
易夥伴。香港與東盟的貨物貿易總額
在 2016 年達 8,330 億元（港幣，下
同），服務貿易總額在 2015 年達
1,210億元。在投資方面，截至2015
年底，東盟為香港的第六大向外直接
投資目的地和來源地，有關投資存量
分別為2,180億元及5,550億元。

香港東盟11月簽自貿協定

中越經合論壇簽90億大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南寧

報道）第二屆中越跨境經濟合作論
壇暨中國東興—越南芒街跨境經濟
合作區專場推介會在廣西南寧舉
行，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內地總代
表吳子衡等專家和商協會企業領導
昨日發表了主題演講。會上，香港
廣利通集團、深圳沃特瑪集團等一
批大型企業簽署了16個合作協議及
合作項目，簽約總金額達 90 億元
（人民幣，下同），涉及新能源汽
車、旅遊文化、電子機械、金融商
貿、現代物流、農副產品加工等眾
多合作領域。

東興優勢多 深港企落戶
據了解，今年東興跨境經濟合作

區依託自身優勢，重點規劃金融商
貿區、深圳電子科技產業園、香港
紡織服裝產業園、台灣加工貿易與
物流綜合產業園等產業項目，一批
港企也看中東興跨境經濟合作區的
區位優勢，紛紛進駐園區，搶灘東
盟市場。東興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
楊東星表示，去年在與香港利嘉集
團簽約的基礎上，今年香港廣利通
集團、香港南益集團、深圳沃特瑪

集團、深圳名家匯科技等一批深港
企業簽約進駐試驗區。
論壇期間，吳子衡以及中國紡織

工業聯合會副秘書長楊峻發表了主
題演講，淺談了香港如何利用跨境
合作區平台開拓東盟市場。防城港
市市長何朝建說「香港在現代物
流、金融服務業、臨港產業等領域
有發展優勢，我們希望有更多港企
攜香港的優勢產業進駐跨境經濟合
作區，我們願與香港攜手共拓東盟
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由中
國旅遊協會發起，全球89名創始會員參與的
世界旅遊聯盟昨日在四川成都正式宣告成立，
北京首都旅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
事長賀段強任聯盟首屆主席。
「世界旅遊聯盟」（WTA）是由中國旅遊

協會發起成立的第一個全球性、綜合性、非政
府、非營利國際旅遊組織。據悉，WTA在全
球範圍內發起招募了89名創始會員，有美
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充分體現會員國際
性、代表性、廣泛性。世界旅遊聯盟以「旅遊
讓世界更美好」為核心理念，以旅遊促進發
展、旅遊促進減貧、旅遊促進和平為目標，加
強全球旅遊業界的國際交流，增進共識、分享
經驗、深化合作。

■世界旅遊聯盟昨日舉行成立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張高麗和與會的領導人共張高麗和與會的領導人共
同為東博會啟幕同為東博會啟幕。。

香港文匯報南寧傳真香港文匯報南寧傳真

■一批港企因看中東興跨境經濟合作
區的區位優勢而進駐當地產業園區。
圖為東興口岸。 資料圖片

■橫琴新區成立七年以來，金融業呈現跨越式發展態勢。圖為珠海橫琴口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