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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速遞
美國新任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唐偉康27日履新。他通
曉中文和日語，將率領跨部門團隊與香港特區政府與澳
門特區政府在多個領域合作，包括拓展貿易和雙邊投
資、打擊跨國犯罪、環境保護、加強學術及文化交流。

■中通社
泰國政府近日宣佈將上調來自19個國家和地區（包括
中國）遊客的落地簽證費，中國遊客泰國落地簽費用將
翻倍至2,000泰銖（約合380元人民幣），新的簽證費標
準將在下月生效實施。 ■參考消息
中國旅法勤工儉學主題紀念館開館儀式27日在法國中
部城市蒙塔日舉行。紀念館以文物、圖片、影視展播的
形式向公眾展示20世紀20年代前後中國旅法勤工儉學運
動的歷史原貌，成為中法兩國交流新的紐帶。 ■新華社
在8月26日至29日舉行的第八屆「中國·天津華僑華

人創業發展洽談會」上，天津僑商會會長王學利指將推
廣天津良好的投資條件、優惠政策和生活環境，吸引更
多更好的僑資企業落戶天津，共同發展。 ■中新社
27日晚，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尼山，被譽為中國「先
王之樂」的「六小舞」復原舉行展示，並開啟全球首
演。 ■中新社
香港伊利沙伯醫院早前獲愛嬰醫院香港協會認證，成
為香港首間「愛嬰醫院」，並於27日舉行了「愛嬰醫院
定名典禮」，香港特區政府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在典禮上表示，香港的母乳餵哺率在過去二十年持續
上升。 ■中通社
27日是意大利地震全國哀悼日，全國公共場所降半旗
表示哀悼。在馬爾凱大區阿斯科利皮切諾市的體育館
內，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和總理倫齊出席了部分遇難者
的葬禮。截至當地時間27日晚，意大利中部地區地震死
亡人數已升至291人。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7日在
港舉辦「第四屆就業徵才會」，邀請約40家台資銀行、證
券、保險、航空、旅遊、文化及學術機構等參與招聘，提供近
200個職位空缺，並首度媒合香港以外亞非等地工作機會。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表示，台北辦事處自

2013年以來每年均於暑期求職旺季舉辦就業徵才會，今年
徵才企業家數目及提供職缺亦為歷屆之最，除了百餘個在港
職位空缺，還首度有台灣、日本、東南亞及大陸、非洲等地
70餘個外地職缺。現場除了企業設攤徵集履歷面試外，還
安排了2場綜合說明會，為畢業生解說留台工作及留港工作
相關資訊。
台港兩地學制銜接、赴台升學免試，加上校系選擇多元、學
費及生活費相對較低，帶動赴台升學港生人數增長。嚴重光表
示，近4年港生在台就學人數超過7,300人，單是今年已有
2,000人；另外，在港台生人數也逐年增加，目前約近600人。
長榮航空香港分公司總主任張明弘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招聘會儲備人才，會提供機艙、物流、空中服
務員等職位。一名剛於台灣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畢業的港生何
同學對記者表示，他應徵了中華航空公司的貨運員職位，期
望工資10,000至12,000港元，希望從中累積更多經驗，不
排除前往台灣就業。

40台資機構在港徵才
提供近200職位奧運精英香江獻技 與民同樂

中國新興產業「更快更高更強」
2016中企500強報告出爐 傳統產業正「秋寒」

香港文匯報訊據香港電台報道，香港首架自行裝
嵌及註冊的飛機「香港起飛（B-KOO）」，28日
早在香港機場出發，展開3個月環球之旅，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出席
啟航儀式。「香港起飛」將會越過所有經線及南北
極圈外的大部分緯線，飛行約55,000公里，會在澳
洲、美國、英國、意大利等25個國家、50個機場停
留。
飛機在08年開始，由參與今次飛行的機師鄭楚
衡、聖保祿學校中學生、國泰及香港飛機工程的工
程師等志願者裝嵌。飛機在去年11月起飛成功後，
在澳洲完成飛行測試，最終獲民航處批出註冊證明
書及特許飛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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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國企業500強報告呈現出諸多亮點，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
下，金融、網際網路、IT、新能源等新興
產業的企業發展勢頭良好。

服務業營業收入佔比上升
報告顯示，500強中有服務業企業157

家，比上年增加 6家；製造業企業 261
家，比上年減少5家。服務業營業收入佔
比上升至40.53％，製造業營業收入佔比下
降至39.17％，服務業營業收入佔比首次超
過製造業。超千億元大企業群體繼續擴
容，12家企業新晉千億級企業。表現最搶
眼的是泰康人壽、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太
平人壽3家保險公司和騰訊控股、阿里巴
巴2家網際網路公司，5家公司的營業收入
和淨利潤均大幅增加。

創新型企業研發投入續升
「新」特徵還表現在大量創新型企業研
發投入不斷提升。數據顯示，2016年中企
500強研發投入同比增長7.4％，研發強度
為1.48％，同比提升0.19％。其中，研發
強度超過10％的有5家公司，分別為百
度、華為、中興通訊、中國航天科工、阿
里巴巴集團。報告顯示，2016中國企業
500強營業收入總額達59.46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上年500強營收總額下降
0.07％。這一數據的背後是營業收入出現

負增長的企業數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拖累了榜單整體表現。2016中國企業
500強中，營業收入負增長的有155家，比
上年增加61家，主要集中在煤炭、鋼鐵、
化工、石油石化等行業領域，具有典型的
重化工特徵，這些行業都出現了嚴重的產
能過剩、產品價格大幅下跌以及全行業性
虧損現象。

中企傳統產業比重仍較大
整體上看，中國500強依然是傳統產業
虛胖，而新興產業尚不強壯，中國大企業
亟待強健「體格」。
大企業要在經濟陣痛中修練內功、化危

為機。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王忠禹表示，
中國大企業傳統產業比重較大，是全面落
實「三去一降一補」的主體，是推進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如何處理好虧損
和企業發展的關係，是個大挑戰，大企業
要在陣痛中實現脫胎換骨。
大企業要將創新作為安身之本和責任擔

當。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
後說，大企業應當承擔起創新發展和轉型
升級的主力軍責任。中國中車董事長崔殿
國表示，「走出去」的戰略機遇期已經到
來，中國企業應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走
向世界，通過在全球投資併購、聯合研
發、組建基地等形式，加速推進價值鏈相
關企業、群體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電：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27日

發佈2016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這張觀測經濟和企業發展水準的「晴雨

錶」晒出數字背後的變化：企業盈利能力分化加劇，新興產業及服務業

迎來快速增長，傳統產業面臨大挑戰。作為中國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大企

業群體，儘管500強企業營業收入總額首次出現負增長，較上年微降

0.07％，但總體來看，中國新興產業仍呈現出「增長更快、營收更高、

競爭力更強」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016中國企業500
強營業收入總額較上年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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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顯示，2016中國企業500強的入圍門檻提高

至243.46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幅為7.36億
元，營收總額達59.46萬億元，相當於2015年國內
生產總值的87.87%；資產總額達到223.27萬億
元，較上年500強資產總額增長12.99%。

雖然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首現負增長，但榜
單中也有諸多新亮點。中國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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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營業收入佔比下
降至39.17%，服務業營業收入佔比首次超過製造
業。
研發強度繼續提升，研發品質得到改善。今年

500 強研發投入同比增長 7.4%，研發強度為
1.48%，同比提升0.19個百分點。其中，百度、華

為、中興通訊、中國航天科工、阿里巴巴集團的研
發強度均超過10%。
此外，海通證券、廣發證券、中國銀河證券首次
入圍中國企業500強。2015年，三家證券公司營業
收入和淨利潤均實現翻倍增長。
從企業排名看，國家電網以20,713.49億元的營

業收入首次排名中國企業500強榜首。中國石油、
中國石化、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建築、農業
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平安、中國移動分列第二至
第十位。
當日還發佈了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國服務
業企業500強、中國100大跨國公司榜單。

500強產業結構趨於優化

2016中企500強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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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6年中國企業年中國企業500500
強強，，前三位分別為國家前三位分別為國家
電網電網、、中國石油中國石油、、中國中國
石化石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內地奧運
精英代表團28日在香港表演示範羽毛
球、乒乓球和跳水技巧，一連串近距離
接觸的交流活動令全城市民雀躍。其中
兩組運動員分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示範
羽毛球和乒乓球，以及在維多利亞公園
游泳池示範跳水。他們精湛的體育造
詣，贏得現場觀眾熱烈的掌聲。
除體育示範演出外，內地羽毛球及乒
乓球精英運動員亦與香港羽毛球及乒乓
球代表隊進行友誼賽，切磋球技；經抽

籤選出的現場觀眾，更獲難得機會與運
動員作近距離接觸，一同參與體育同樂
活動。跳水示範亦設有交流環節，讓香
港青少年運動員與內地精英運動員作真
情對話及技術交流。兩場示範表演項目
亦設有抽獎，被抽中的幸運兒即場獲贈
國家羽毛球隊及乒乓球隊運動員的親筆
簽名球拍，和國家跳水及游泳隊運動員
親筆簽名襯衫，可謂滿載而歸。
超過4,700名市民及嘉賓28日在伊利

沙伯體育館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欣賞
內地奧運精英的精湛表演，現場氣氛熾
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今早分別到上述兩個場地觀
看示範表演，並向代表團致意。
另一批奧運精英代表則出席了在馬鞍

山體育館舉行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
訪問與香港青少年交流」活動，與約
1,300名青少年制服團體成員及本地青
年見面，並一起參與互動遊戲。是次活
動的目的是透過與運動員交流，讓香港
青少年學習他們堅毅不屈、永不言棄的
體育精神。香港民政事務局署理常任秘
書長羅志康亦有出席。
內地奧運精英代表亦趁機會與不同界

別的香港市民見面，中國女排28日早便
到訪一所老人院及參加與基層家庭小朋
友同樂的活動，其他精英運動員也會在
三天的訪問期間出席與學生分享和會面
等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2016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
精英代表團27日中午抵達香港，下午隨即在
入住酒店與媒體見面。在精彩的體育項目示
範表演和互動聯誼交流之前，他們就先展示
出各自應對媒體的技巧與口才。
里約奧運會上，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劉國梁
被不認識他的網友稱為「不懂球的胖子官
員」。劉國梁認為，網友用這種調侃的方式，
不管是對他本人的調侃還是對乒乓球選手的調
侃，「我覺得哪種方式都是表達一種喜歡」，
不管用任何方式，只要在奧運賽場上能帶給大
家快樂，能帶給國人開心和自豪。
有人叫郎平阿姨、有人喊郎平奶奶，「所
以我現在輩分全亂了，但是我覺得還是挺開
心的。」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表示，自己能

站在這個舞台上這麼長時間，既是熱愛排
球，也是一種堅守。郎平認為，排球從上世
紀80年代到現在有很多改革和飛躍，但女排
精神的傳承沒有變化，每一個人都要為集體
的榮譽而戰。「大家所喜愛的，是中國女排
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

「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他」
因使盡「洪荒之力」而引爆網絡、風靡全球
的傅園慧是媒體見面會的焦點，很多提問都直
接衝著這位「會游泳的表情包」而來。「香港
這麼多的朋友喜歡我，很開心，做夢也沒有想
到過會有這麼多人喜歡我」。傅園慧認為，內
地與香港民眾都是一家人，「我們血脈相連，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不分你我他。」

精英展口才精英展口才：：調侃也是愛與支持調侃也是愛與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深圳交易所26日晚發佈
「深港通」相關業務規則的徵求意見稿，於今年9月9日
之前讓市場參與人提供意見，在11月上旬完成各項準備
工作，達到可開通「深港通」業務的要求。徵求意見稿明
確了「滬股通」中關於交易、結算、監管等內容均延伸使
用至「深港通」，「深港通」主體內容及架構與「滬港
通」基本一致。

標的股票增加 設市值限制
「深港通」與「滬港通」較大分別是「深港通」標的股

票範圍較廣。「深港通」的「港股通」股票範圍是於恒生
綜合大型股、中型股指數成份股基礎上，增加了恒生綜合
小型股指數成份股；而「深股通」股票將包括（一）深證
成份指數及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股，且成份股截止日
前6個月，A股日均市值不低於60億元人民幣，上市時間
不足6個月的，按實際上市時間計算市值；（二）同時在
深交所及聯交所上市的A＋H股。
不過，連續兩年虧損的ST類股票、停牌股票、正進行

退市股票、B股及深交所認定特殊情形股票，則不包括於
「深港通」內。若根據指數調整而被剔出上述指數的深圳

上市A股，日後將不能透過「深股通」買入，但仍可賣
出。
至於「港股通」方面，小型股指數成份股當中，截止日

前12個月平均月底市值不低於50億港元，上市不足12個
月則於實際上市時間計算市值。內地個人投資者要參與
「港股通」交易，證券賬戶及資金賬戶資產合計不低於50
萬元人民幣。
聯交所證券交易服務公司可替「深股通」股票擔保沽

空，但擔保沽空的申報價格不得低於股票最新成交價，擔
保沽空比例不得超過1%，連續10日「深股通」交易日的
「深股通」股票擔保沽空比例不得超過5%。通過「深股
通」買入的股票，在交收前不得沽出。
「深港通」不設總額度限制，「滬港通」的總額度即時

取消乃最大改變，但兩者都保留「北上交易」130億元人
民幣、「南下交易」105億元人民幣的每日額度上限。深
圳交易所認為，短期內「深港通」消除A/H股市場價差
的可能性較小。但從長遠來看，隨着两地互聯互通機制的
開展和深入，两地市場在投資者結構、投資理念、資金流
動等方面將相互影响，聯繫將日趨緊密，有助於逐步縮小
A/H股市場價差。

深交所：深港通11月初就緒

■■8月28日，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
館，乒乓球運動員張繼科（後）指導粉
絲與李曉霞對決。 新華社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起飛香港起飛」」環球環球
之旅啟航儀式上致辭之旅啟航儀式上致辭。。

■■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里約奧運會內地奧運精英
代表團之女排隊員代表團之女排隊員，，在香港在香港
奧海城與香港市民見面奧海城與香港市民見面，，並並
與與200200名兒童互動遊戲名兒童互動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