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昨
日，國新辦舉行前三季度工業和信息化發
展情況新聞發布會。據工信部新聞發言
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羅俊傑介紹，前
三 季 度 規 模 以 上 工 業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長
11.8%，兩年平均增長6.4%，主要指標增速
處於合理區間。展望四季度，外部環境依
然複雜，同時面臨去年同期基數抬升，需
保持高度警惕。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
羅俊傑表示，能源短缺拉閘限電對企業生
產和產業鏈供應鏈帶來一定衝擊，但隨着
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和保供穩價措施落地見
效，能源供需偏緊情況將得到改善，對工
業經濟運行影響會逐步減弱。

主要指標處於合理區間
羅俊傑介紹，今年以來工業經濟總體延續

了恢復性態勢，結構優化、動能轉換和質量
提升都在穩步推進，總體發展的韌勁持續顯
現。數據顯示，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增長11.8%；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9
個保持增長，21個增速超過兩位數。其中，
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6.2%，對整體工業
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成。企業經營情況得到
改善，前8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兩年平均增長19.5%，營業收入利潤率達到
7.01%，為近年來較高水平。

一段時間以來，能源短缺導致多地拉閘限
電，對工業生產帶來影響。羅俊傑回應本報
提問時表示，今年以來，國際市場能源價格
在大幅度上漲，國內電力、煤炭供需也在持
續偏緊，多種因素導致近期一些地方確實出
現了拉閘限電，對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以及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都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羅俊傑強調，近日，國務院常務會已就進
一步做好能源供應保障工作進行部署和安
排。相關部門也在通力合作開展相關工作，

落實國務院部署。相信隨着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和保供
穩價措施的落地見效，能源供需偏緊的情況將得到改
善，對工業經濟運行的影響也會逐步減弱。

發改委依法對煤炭價格實施干預
【又訊】針對近期煤炭價格快速上漲，連創歷史新

高，大幅推高下游行業生產成本，對電力供應和冬季
供暖產生不利影響，國家發改委昨日召開今冬明春能
源保供工作機制煤炭專題座談會，研究依法對煤炭價
格實施干預措施。

國家發改委表示，將充分運用《價格法》規定的一
切必要手段，研究對煤炭價格進行干預的具體措施，
促進煤炭價格回歸合理區間，促進煤炭市場回歸理
性，確保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確保人民群眾溫暖過冬。

升值或受炒作影響
昨日，反映國際投資者預期的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

率接連升破6.42、6.41和6.40關口，盤中最高升值至
6.3962，日內升值超過300個基點，創下6月中旬以來
的4個月新高。同日，在岸市場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同樣大漲，突破6.41。

有市場人士指出，最近美元賣盤很多，客盤偏向於
結匯，加上9月貿易順差較多，場內機構順勢操作，
導致人民幣升值動力較強。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本報採訪時
表示，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有很多，具體到昨日匯率突
破層層關口，則可能與廣交會有關。廣交會的成功舉
辦可能會在離岸市場形成一些炒作的情緒。之所以說

是炒作，是因為本屆廣
交會由於疫情的關係，
海外客戶並不多，而更
多 的 是 傾 向 於 自 我 展
示。本屆廣交會展示了
許多技術和產品，也展
現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
力，這就給予了人民幣
在離岸市場的炒作空間。但眾所周知，外貿還是以外
需為主，當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因素仍多，這樣的炒
作應該不會持續。

此外，人民幣的匯率還要結合新興市場貨幣一起
看。譚雅玲表示，近期土耳其的里拉暴跌，那麼在離
岸市場上，新興市場的梯隊裏，人民幣也有升值炒作

的條件。可以看到，昨日人民幣升值與美元指數並不
是特別對標。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外貿出口來說並不是
一件好事，結合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人民幣匯率被故
意炒作的幾率就更大了。

繼續上升空間不大
對於人民幣匯率未來的走勢，有業內人士認為，

人民幣有一定升值壓力，但總體上行空間或將面臨
壓制，預計短期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運行區間為
6.39至6.43。並且，當前美元指數不具備下行環境，
美聯儲縮減購債規模臨近或對美元指數形成支撐，
此外美國經濟政策也將對美元走勢提供支撐，美指
當前更多可能是技術性回調，在93.2附近有支撐。

嘉盛集團分析團隊認為，結匯需求旺盛支撐了人
民幣走勢。隨着美元指數回落，人民幣將繼續走
強。但中國經濟正面臨越來越大的下行壓力，經濟
放緩幅度可能比預期的更大。在此背景下，人民幣
匯率在未來幾個月可能出現調整。

譚雅玲表示，人民幣突破 6.4 的理據並不是很充
足，動力也不會特別強。尤其是中國在岸市場的基
本宗旨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 「以我為主」，鑒於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出口不利，那麼對於人民幣匯率
的炒作，中國應當會有所抵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雯報道：昨日，博鰲亞洲論
壇 「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在湖南長沙
國際會議中心開幕，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主持
開幕式。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闡述中國政府有關經濟發展與安全的主張。

大會以 「大變局下的經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為主
題，圍繞 「一帶一路：共同發展共謀安全」 「以碳中
和促進全球生態安全」 「公共衛生的短板」 「防範金
融風險」等話題，舉辦各類活動30場，為亞洲和世
界經濟發展與安全提供策略方案。

國家禁毒委副主任、中國警察協會副會長、香港警
務處前處長曾偉雄首次以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
與安全論壇大會主席的身份參會。致辭時他認為，傳
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二者是共通的， 「我們
現在對世界環境的預判，很需要大家有對風險管理進
行前瞻和預判的能力。」

在談到香港時，曾偉雄強調，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是
「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是以 「一國」為先， 「兩

制」意味着有差異，但是這個差異是需要管理的，
「如果不管理，那麼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博鰲亞洲論壇「經安會」長沙開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齊薇然報道：10月18日至19
日，第二屆 「一帶一路」能源部長會議在山東青島舉
辦。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以視頻形式出席開幕式並致
辭。來自28個國家的能源部長和高級別代表、18個
國家的駐華使節、9個國際組織負責人線上或線下出
席會議。與會各方圍繞 「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開
展深入交流，達成廣泛共識，取得豐碩成果。

會議期間， 「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夥伴關係成員國
共同舉行了擴員儀式和合作網絡成立儀式、通過了

《 「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夥伴關係章程》、發布了
《 「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青島倡議》和能源國際
合作最佳實踐。

據介紹，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8年來，能源
國際合作取得積極成效。近年來，中國先後與90多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政府間能源合作機制，與30多個
能源類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建立合作關係，參與雙多
邊能源合作機制近百項，簽署了100餘份能源合作文
件，與1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雙邊能源合作規劃。

【香港商報訊】新華社昨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
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
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
持學習時強調，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雲計
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
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
快、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
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
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
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
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
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
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中國數
字經濟。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
習近平指出，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

展，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製造
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
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
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
增作用。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產業深
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 「專精特新」企業和製造業單
項冠軍企業。要推進重點領域數字產業發展，聚焦戰
略前沿和制高點領域，立足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
需求，增強產業鏈關鍵環節競爭力，完善重點產業供
應鏈體系，加速產品和服務迭代。

習近平強調，要規範數字經濟發展，堅持促進發展
和監管規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範、在

規範中發展。要健全市場准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
度、公平競爭監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
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全領域監管。
要糾正和規範發展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妨礙公平競
爭的行為和做法，防止平台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
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要保護平台從業人員
和消費者合法權益。要加強稅收監管和稅務稽查。

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習近平指出，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健全法律

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中國數字經濟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
門、監管機構職責，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進
提高監管技術和手段，把監管和治理貫穿創新、生
產、經營、投資全過程。要明確平台企業主體責任

和義務，建設行業自律機制。要開展社會監督、媒
體監督、公眾監督，形成監督合力。要完善國家安
全制度體系。要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就
涉及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提出對策建
議。要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主動參與國際
組織數字經濟議題談判，開展雙多邊數字治理合
作，維護和完善多邊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及時提出
中國方案，發出中國聲音。

習近平強調，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做好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加強形
勢研判，抓住機遇，贏得主動。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
數字經濟思維能力和專業素質，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本
領，強化安全意識，推動數字經濟更好服務和融入新
發展格局。要提高全民全社會數字素養和技能，夯實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社會基礎。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昨日，離岸人民幣匯率盤
中升破6.40關口，日內升值近300點，在岸人民幣日內亦突破
6.41，均創今年6月以來新高。專家表示，當天人民幣升值，
炒作意味較濃。考慮到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很大，人民
幣升值對外貿出口不利，中國將對人民幣升值的炒作行為應當
會有所抵制，在岸人民幣市場突破6.4的機會不會很大。

責任編輯 張碧珊 田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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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人民幣匯率創6月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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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能源部長會議結碩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藝橋、張鳳強報導：由工業
和信息化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遼寧省政府主辦的
2021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10月18日至19日在遼寧瀋
陽舉辦。大會以支撐製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建設為目
標，旨在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深入
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加快推動製造業數碼
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步伐，打造全國工業互聯網
生態第一品牌，促進形成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工業互聯
網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在更廣
範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實現融合發展。

本屆大會延續了賦能高質量、打造新動能這一主
題，更加突出國際性、引領性、專業性、時效性、特
色化。與往屆相比，展會規模更大，展覽面積2萬平
方米，為歷屆之最，數百家企業參展。

大會邀請了國內外的行業專家、企業家圍繞理論前

沿、產業實踐、全球發展等主題發表主旨演講。同
時，將舉辦14場專題會議，3場專題夜話，開展招商
推介、項目撮合對接等系列活動，全面展示前沿工業
互聯網技術，典型案例和應用場景，更好展現遼寧全
面振興、全方位振興生動畫面和宏大場景。

「星火·鏈網」落子瀋陽
【又訊】在 2021 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

瀋陽市政府、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遼寧省通信管
理局、遼寧省工信廳簽署 「星火·鏈網」（瀋陽）超
級節點合作協議，此舉標誌着 「星火·鏈網」超級節
點正式落戶瀋陽，更是遼寧省培育數字經濟產業生
態的重大舉措，也是 「星火·鏈網」區塊鏈新型基礎
設施開啟多區域布局、加速建設新征程的重要開
端。

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在瀋陽召開

公  告      

因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需要，广州市城市建设事务中心（以下
简称“我中心”）委托了广东启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
估机构”）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征收范围内的人民北路
602 号等 6 间房产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结果公告如下：

序号 估价报告编号 地址 权利人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评估单价

（元）

评估总价

（元）

1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0 号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164 号 103 房 马念伦 46.6518 38350 1789097

2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1 号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 166 号 207 房 陈静 46.856 39135 1833710

3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2 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02 号之二 504 房 彭子维 59.2976 42740 2534379

4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3 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02 号之四 107 房 江志红 44.26 39390 1743401

5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4 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02 之 4 号 205 房 余洁芳 50.55 40490 2046770

6 启诚 GZ[2021]( 评 ) 字房 BA00045 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02 之 4 号 901 房之二 周辛燕 38.31 39820 1525504

上述房屋的被征收人（权利人）应当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到评估机构（地址：广州市
越秀区东风东路 840 号第 11 层；联系人：周先生；电话：020-87611365）领取房地产估价报告。
逾期未领取的，视为房地产估价报告已经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送达。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
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评估机构（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
东路 840 号第 11 层；联系人：周先生；电话：020-87611365）申请复核评估，申请复核评
估的，应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逾期申请复核评估的，视为
对评估结果无异议，我中心将依据评估结果报送征收补偿。

特此公告！
    广州市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二零二壹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编号：2021-078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能源」或「公司」）的持股5%以上股

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森物流」）于2021年10月13日与张磊及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田森物流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以股份转让价款偿还其在海通证券的质押债务。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田森物流持股比例由9.65%减少至5.4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转让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最终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股东田森物流的通知，田森物流于2021年10月13日与张磊及海通证券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田森物流拟将其持有的公司58,09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无限售流通
股份以每股3.69元的价格转让给张磊，转让价总额为214,380,144元。田森物流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以股份转让价款偿还其在海通证券的质押债务。上述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
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关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
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田森物流 无限售流通股 132,990,588 9.65% 74,892,988 5.43%

张磊 无限售流通股 0 0 58,097,600 4.22%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转让方
名称：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00743544172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寅午
成立日期：2002-12-09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汇通路378号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文体用品、苗木花卉、工艺美术品（不含金

银首饰）、五金交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
姓名：张磊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10881*************
通讯地址：江苏省扬州市****************
（三）质权人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921X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成立日期：1993-02-02
注册资本：130642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直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
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张磊
丙方（质权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转让方式及价格
1、标的股份:田森物流持有的已质押给海通证券的国新能源（股票代码:600617）无限售流

通股股票58,097,600股，占国新能源总股本的4.22%。
2、转让方式: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由于本次标的股
份转让款直接支付至丙方银行账户并用于偿还甲方质押债务，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3、转让价格: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生效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格的70%，即转让
价格为3.69元/股。

（三）支付安排
本次协议转让取得上交所的确认函后，乙方应于正式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之前，支

付转让价款（转让价款=转让价格*转让数量），金额为人民币214,380,144元。经甲乙丙三方
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款优先用于归还甲方在丙方的股票质押借款本金及利息，乙方直
接将全部股份转让款项划付至甲方指定的丙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

（四）标的股份过户
本协议签署后的5个交易日内，甲、乙、丙三方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

让的申请材料。本次协议转让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核准的确认文件后，甲乙丙三方
应准备好过户登记材料（可先通过邮箱提交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预
审）。在邮件提交预审材料前或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场正式提
交全部过户登记材料前，乙方应将股份转让款全部支付至甲方指定的丙方收款银行账户。

在乙方支付了转让款后的当日（最迟不得晚于至丙方银行账户收到乙方支付的转让款的下
一个交易日），甲方、乙方和丙方有义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场
办理完成全部过户登记（含解押）手续：

（1）甲方、乙方和丙方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场提供所有
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含解押）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完成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含解
押）的全部手续；

（2）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3）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

出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具体的
过户登记之日，以过户确认书上显示的「过户日期」的为准）。

（五）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丙方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名之日起成立并生

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同时，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资产、财务、

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五、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六、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

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后，方能在中国结算办理

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20日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出
口不利，此番炒作恐遭
抵制。圖為工人在河北
遵化一家板栗加工廠包
裝車間包裝出口栗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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