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洋在會上表示，廣東傳統的生產模式已經難以為
繼，如能順利進行轉型升級，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具
有重要示範意義。這次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圍繞
「加快轉型升級——再造廣東經濟發展新優勢」問計
「洋顧問」，就是希望充分借鑒「洋顧問」們的智慧和
經驗，幫助廣東在轉型升級上少走彎路、少交學費。

外貿挑戰不亞於2008年
歐債危機加劇，作為外貿依存度極高的廣東省，首

當其衝受到影響。朱小丹介紹，今年受全球經濟增速
放緩的影響，廣東的對外貿易確實出現了比較明顯的
下行趨勢，今年1到6月份總體情況還不錯，廣東進出
口貿易總額是4,350.9億美元，同比還增長了26%。但1
到10月，對外貿易增幅就跌到了19.1%，特別是10月
份，廣東當月的出口總值是730.7億美元，同比僅僅增
長了7.8%，環比則還是下降了8.7%。
朱小丹指，廣東的出口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兩位

數的增長，很少有地下降到了一位數，說明廣東對外
貿易面臨非常大的挑戰，這種挑戰甚至可以說不亞於
2008年。下一步將加大對出口企業的扶持，在退稅、
收費清理、財稅支持、融資擔保、優化服務等多個方
面採取有利的措施，對有訂單、有效益、收費有保
證、風險可控的出口企業，包括出口中小企業給予重
點扶持，扶優扶強。在保持歐美市場份額的同時，可

能會考慮更多的注意力轉向新興市場，這包括了東
盟、南美、非洲、中亞、南亞、中東等市場。

全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朱小丹稱，目前廣東產業的轉型升級措施主要包

括，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促進高端先進製造業
的發展，全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不過，朱
小丹又指，「十一五」期間，廣東的服務業發展沒能
夠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今年以來，廣東服務業的固定
資產投資的增幅也仍然低於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
的增幅，這意味 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要提升服
務業佔總量比重，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下一步要對劃分服務業的門類，進行具體的部

署。」朱小丹稱，廣東發展服務業將加強和港澳合
作，推進內地服務業對港澳開放的先行先試，爭取在

粵港澳這個大珠三角地區構建起一體化的、綜合性的
現代服務業的體系，這是廣東產業結構調整方面一個
非常重要的主攻方向。
朱小丹介紹，接下來廣東主要任務是細化與香港澳

門的戰略合作的框架協議，將會在粵港澳跨境基礎設
施和共建優質生活圈上有較大動作，此外還會進一步
推進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的先行先試。
朱小丹透露，跨境基礎設施其中就包括港珠澳大橋

的建設，而在共建優質生活圈上，廣東將重點在環境
保護上與港澳地區聯手。「現在我們找到了三個先行
先試的示範區，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
朱小丹表示，這三個新區都納入國家「十二五」規
劃，三個新區將打造全新的廣東品牌，使廣東真正在
港澳服務業進一步的密切合作上創造最好的空間和條
件。

環境局去年初就徵收廢舊電器及電腦回
收處置費諮詢公眾，收集到2,700多份意
見，並於昨日在環諮會討論。當局指本港
每年棄置的廢舊電器及電腦多達7萬公噸，
以電視機、洗衣機、冷氣機、雪櫃及電腦
已佔逾80%，認為須集中處理該5項產品，
並建議視乎電器體積而定，介乎100元至250
元不等。

當局：免造成行政費過高

當局建議在零售層面徵費，以免出現入
口層面及棄置時徵費時造成行政費過高及
非法棄置問題，但此舉意味入口商毋須分
擔任何成本，全數徵費由消費者承擔。當
局又提出斥資4億元，在屯門環保園興建佔
地3公頃的回收廠，將委託承辦商以「設
計、建造、營運」模式營運，料每年營運
費用則高達2.2億元。
環諮會主席林群聲昨日在會議後稱，支

持徵費建議，但應由入口商、零售商及

消費者共同承擔責任，並指當局會在全
港設立4個回收站。地球之友高級環境
事務主任區詠芷表示，當局建議在零售
層面徵費，變相要市民承擔所有費用，
變相是消費者的責任，違背全球30個國
家及地區已履行的「生產者責任制」立
法精神。

零售商須免費回收舊產品
環境保護署發言人表示，在零售單據列

出收費，將可讓消費者清楚知道收費的用
途，零售商須負責向消費者收取回收費並
向政府交付，並要提供免費的舊產品收回
服務，當局又會加強對廢舊電器電子產品
進出口的管制，並引入新增的牌照規定，
已反映由不同持份者共同分擔產品環保責
任制度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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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協執委會將於下月檢
討轄下20個屋 的租金，有消息指房協建議明年加租5
％至10％，以應付通脹、工資及維修費上升等。如落
實加租，將於明年4月起生效，逾3萬戶受影響。房協
互委會大聯盟約30名成員，昨晨到房協總部請願，指
現時通脹升溫，房協加租是落井下石，要求凍租或減
租。房協發言人昨表示，考慮通脹、營運成本、私樓
租金及薪金指數等，釐定租金調整幅度。

傳加幅約5％至10％
近日有消息指，房協計劃調高轄下20個出租屋 的

租金，加租幅度約5％至10％。房協執委會將於下月開
會，討論下年度的租金調整。房協互委會大聯盟不滿
房協以通脹、工資及維修費用上升為由加租，約30名
租戶代表昨晨到房協銅鑼灣總部請願，將請願信交予
房協職員。
聯盟召集人梁桂英昨表示，房協2年前已加租，如今

又計劃加租，批評房協「加得太頻密」，認為房協不應
在經濟可能衰退的時候提出加租，「我們是草根階層，
房協加租，是落井下石。」她說，稍後在各屋 收集居
民簽名，並呼籲租戶停止以自動轉賬交租。房協互委會
大聯盟代表明天與房協代表會面，表達訴求。

房協20 擬加租
團體請願促凍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港人生活勞碌，
有社福機構近年在推動社區健康工作時，在葵青地區
發現男性多項健康指標都較女性差，男性過重比率較
女性高出4個百分點、男性吸煙較女性高出18個百分點
等等。負責機構指男性多有自己一套想法，難被說
服，需由他們子女游說，才可推動改變生活習慣。

社區健康10大獎周五頒
食物及衛生局本周五舉辦促進社會健康的研討會，

並會頒發10個大獎表揚推動社區健康的機構。得獎機
構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沃馮嬿 表
示，男性多項健康指標都較女性差，例如體重較高、
運動較少、少食蔬果、常吸煙及飲酒等，但他們在推
行男士健康服務時卻遇到很大的困難。
沃馮嬿 引述前年葵青區的相關調查，在訪問的107

名受訪人士中，男性佔29名，發現有38％男性身體過
重，女性只有33.7％；男性吸煙比率多達22％，女性只
有3.5％；男性飲酒比率有16％，較女性4.7％為高。她
稱，男士有自己一套強烈的想法，很難被說服，要改
變男士的想法，有需要從其子女入手。

硬頸難改壞習慣
港男健康遜女性

朱小丹：廣東轉型離不開港澳
現代服務業成主攻方向 將細化合作框架協議

電器回收徵費用家 全數挨批
環團指「放生」入口零售商 違「生產者責任制」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古寧

廣州報道）在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
會上，來自世界發達國家的15位財經
界頂尖「洋顧問」與廣東省省長等負
責官員，就「加快轉型升級—再造廣
東經濟發展新優勢」展開國際對話，
15份諮詢報告一共就廣東轉型升級提
出了53條意見。這是廣東自1999年以
來第八次舉行國際諮詢會，也是廣東
省新上任的代省長朱小丹首次主持國
際性會議。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表示，將認真梳理「洋顧問」們的
真知灼見，積極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努力提升傳統製造業競爭力，與各國
在先進製造業、新能源、節能環保、
創新等領域加強合作。他強調，要培
育創新文化，改進創新體制，為廣東
轉型升級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諮詢會共邀請了15名洋顧問參會，雖然數量比
往屆有所精簡，但其所涉及的領域卻並未減少，
其中依然以來自製造業的頂尖人物為主。在15位
洋顧問所屬機構中，法國電力、BP、艾默生電
氣、愛立信、富士通、通用電氣、瑞士諾華都屬
於製造業企業，涉及電力設備、能源化工、電氣
機械、電子信息及生物製藥等多個重要的製造業
領域。
據朱小丹通報，本屆諮詢會，洋顧問們的議題

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針對發展生產服務業與
提升服務業水平的議題；二是針對培育新興產業
與促進製造業高級化的議題；三是針對推動開放
條件下的創新合作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唐苗苗 廣州報

道）2011年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14日在

廣州開幕，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廣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朱小丹在廣

州會見了參加諮詢會的全體顧問。朱小丹首

次以代省長的身份接受媒體提問。朱小丹表

示，廣東的轉型升級，仍離不

開與港澳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謝雅寶）港府提出徵收廢電器及電腦回收處置費，涵蓋電視機、洗

衣機、冷氣機、雪櫃及電腦5大產品，視乎體積大小在零售層面徵費100元至250元，料2012/13年向

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有環保團體批評有關建議變相要消費者全數承擔費用，「放生」

入口及零售商，有違其他地區類似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

晴）耳廓是指肉眼所見的耳
朵，容易受創而出現紅腫，但
原來可導致耳廓組織發炎，繼
而令耳廓增厚、硬化，甚至變
形，嚴重者可減少20％至30％
聽力，亦不能分辨聲音方向。
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表示，市
民如發現耳廓腫起，不要掉以
輕心，應盡快查明原因，及早
接受治療。
耳鼻喉科專科醫生林建業表

示，外來創傷可導致耳廓微絲血
管爆裂，並在軟骨和軟骨膜之間
形成血腫，患處會腫起和呈瘀黑
色，但一般不會引起痛楚。他
稱，耳廓腫起會對耳朵外觀造成
很大影響，如患處腫得遮蔽耳
洞，更可減少約20％至30％聽
力，如一直將問題忽視，耳廓會
變形甚至整個塌陷、萎縮。
林建業表示，治療耳廓血腫

的手術可以微創方式進行，把
纖維化的軟骨膜切除，縫合切
口後，再以棉卷把患處的正面
和背面夾緊，使軟骨與軟骨膜
重新貼合，以防止血腫再次形
成。他稱，耳廓血腫愈遲處
理，耳廓組織受到永久性損害
的機會就愈高，呼籲市民如發
現耳廓腫起，應盡快查明原
因，及早接受治療。

■林群聲稱支持徵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耳廓血腫可損30％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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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專科醫生林建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救援人員把
傷者運送上直
升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消防處、飛
行服務隊及民安隊等9個部門，昨日在石硤尾
鷹巢山進行山火及攀山拯救演習，歷時2.5個小
時，模擬現場有20多名師生在行山時被山火包
圍，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在上空投擲水彈。
署理九龍西消防區長謝德輝表示，有關演習測
試各部門的統籌及通訊能力，以及器材效能。

多個政府部門在石硤尾鷹巢山進行山火及拯
救演習，模擬現場有20多名師生行山時被山火
包圍，並有師生在逃生時受傷，2名傷者墮下
山坡，要出動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投擲水
彈，並派救援人員游繩拯救傷者。消防處表
示，今年首10個月發生逾千宗山火，較去年全
年逾800宗多，消防處會加強預防山火宣傳。

9部門演習山火拯救

粵金融風險在可控範圍內
據中新社14日電　廣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朱小

丹14日表示，雖然廣東企業在融資方面遇到不少困
難，但總體看來，廣東的金融風險完全在可控範圍
之內。
朱小丹指出，中小企業現在普遍面臨融資難問

題，相關部門最近已經出台了50條支持中小企業融
資的指導性意見，這將作為接下來需要轉化為具體
政策的主要依據。廣東方面將盡快完善政策體系、
形成具體措施，真正落實到中小企業中去。

朱小丹表示，在企業普遍面臨資金鏈緊張、資金
困難、融資困難的情況下，民間融資非常活躍，政
府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引導它和規範它。他認為，在
市場經濟條件下，民間融資是一個重要補充。
朱小丹透露，廣東省接下來將會集中更多精力和

資源，支持小額貸款公司和小額貸款擔保公司的建
設和發展。廣東也會積極與各大金融機構溝通，創
造更多的金融服務產品，為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服務。

■ 朱 小 丹
說，發展現
代服務業將
是廣東今後
的 主 攻 方
向。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2011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記者招待會14日下午舉行。 中新社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會見洋
顧問。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汪洋與BP公司董事長思文凱合
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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