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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何憲卓介紹，該園區總規劃面積25
平方公里，是中國縣域經濟和有色

金屬行業中第一家國家級生態工業示範
園區。根據規劃，園區「十二五」末將
創建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銅產業研發
中心」，打造銅冶煉、銅精深加工和再
生銅資源利用「三大基地」。

創建國際領先銅業基地
據悉，目前園區銅產業集群已初具規

模，龍頭企業祥光銅業是目前世界上單
系統產能最大的生態銅冶煉企業。2013
年該園區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16億元（人
民幣，下同）、利稅42.5億元，同比增
長23.7%和19.7%。

有包括投資20億元的研發中心及附屬
設施建設等6個項目開工。近期還將會有
總投資15.7億元的韓高油機高端液壓件
項目、總投資10.5億元的明傑環保廢棄
電器電子拆解項目將開工建設。

此外，由香港盛富國際投資公司與山
東祥光集團共同投資建設的山東祥瑞銅

材有限公司，投資31億元，是內地最先
進的銅深加工企業之一，目前已投入運
營，達產後可年產銅線坯9.5萬噸，銅帶
坯 10 萬噸，電氣化鐵路架空導線 2 萬
噸，裸銅線10.5萬噸。

數據顯示，陽谷2013年全年實現生產
總值247.9億元，增長13%，實際利用外
商直接投資9,651萬美元，居全市首位。
2014年該縣將持續推進大項目建設，擴
大招商引資。計劃實施重點項目63個，
總投資397.6億元。

何憲卓期待與香港在銅製品深加工、
光電信息產業、綠色食品加工、旅遊文
化創意產業領域展開合作。

大力招商與港多方合作
他同時透露，陽谷將依托「武松故

鄉、運河古城」的文化品牌，精心打造
水滸文化、運河三鎮文化、軍事文化3條
經典旅遊線路，創建綜合大景區。計劃
利用3到5年時間，年旅遊人數突破100
萬人次，旅遊產業總收入突破10億元。

陽谷打造千億級生態工業園 昆明高新區全年賺14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守清）記者在近日召開的昆明高新區2014
年經濟工作會議上獲悉，2013年昆明高新區主要經濟指標平穩增
長，完成營業總收入1,40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6%；
高新技術產業增速明顯，產業增加值增長20%；新興中小企業增長
勢頭明顯，新註冊企業920戶，進區企業數達7,173戶。

目前，昆明高新區集中發展的新材料及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兩大
主導產業，營業收入分別佔園區總收入的53%和25%，特色產業集
群效應凸顯。2014年，隨着雲藥醫藥工業園、昆明製藥集團搬遷、
「中國鉑都」、國家鍺材料基地、國家新能源示範園區等一批重點
項目落戶，昆明高新區有望保持迅猛增長勢頭。

港資企業獲嘉獎
2014年昆明高新區預計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3%；地方

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17%；規模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
2013年，昆明高新區完成招商引資內資引進149.95億元，外資引

進2.71億美元，高新區管委會對招商引資內資5,000萬元以上的雲南
錫業股份有限公司等40家企業；外資500萬美元以上的雲南瑞安建
材投資有限公司等8家外資、港資企業予以表彰獎勵。

亞洲國際遊艇城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廣州亞洲國際遊艇城．

蓮花山國際遊艇會啟動儀式暨2014中國（廣州）國際遊艇、房車、
直升機及航空運動博覽會新聞發佈會日前在廣州番禺蓮花山亞洲國
際遊艇城舉行，並舉行了亞洲國際遊艇城的啟動揭牌儀式和簽約儀
式、廣東省遊艇行業協會會員大會暨廣東遊艇產業發展交流會。

亞洲國際遊艇城是由廣東省遊艇行業協會聯合廣東亞舟國際遊艇
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共同打造的遊艇產業基地，總佔地面積約1,500
畝，提供包括國際遊艇亞洲總部集群區、遊艇4S展售和維保服務
區、房車和飛機展貿區、遊艇會、遊艇出海旅遊服務區、遊艇設計
創意中心及遊艇學院、水上用品商業區、房車露營及都市生活體驗
區和國際遊艇城配套服務區在內的九大功能服務區。

在此次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遊艇協會會長武田指出，亞洲國際
遊艇城將與「海陸空盛筵」一起為業內提供商貿展示平台、信息交
流平台、售後保修服務平台，成為廣東省包括遊艇業、房車業、直
升機業、 奢侈品業在內的高端休閒產業提供的行業基礎和發展動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濟南報道）山東省聊城市

陽谷縣縣長何憲卓在山東省兩會期間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陽谷將打造千億級國家生態工業園，發展中國大型

的銅產業基地。並加大招商力度，在銅製品深加工、旅遊

文化創意等多方面期待與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世強 蘭州報道）記者
日前從甘肅省外事辦獲悉，2013年，甘肅省與中
西亞國家的貿易往來達15.06億美元。今年，甘肅
將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
多元化生產貿易投資主體特別是中西亞、俄羅斯、
蒙古和歐洲等國企業落戶，建設面向中西亞的區域
性國際交流窗口。

打造絲路經濟帶甘肅段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訪問中亞四國時提出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後，全境1,600餘公里
地處絲綢之路的甘肅，提出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
甘肅黃金段」，並已着手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
制方案，與中亞五國圍繞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農產
品和輕工產品外銷、文化旅遊合作等方面謀劃和實
施一批項目，開拓中亞市場，擴大外需份額。

目前，甘肅省從中亞進口的銅礦砂、鐵礦砂、鋅
礦砂等資源型產品，為當地工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
有力支撐；而石油鑽機及零件、蘋果汁、馬鈴薯、

乾酪素等商品的出口，既滿
足了中西亞市場需求，也為
甘肅本地農民致富提供了重
要源泉。

在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方
面，甘肅亞蘭藥業公司、蘭
州海默科技公司等一批企業
已在中西亞實際投資1,138.1
萬美元，涉及醫藥製造、農
副食品加工、商貿服務業、
專業設備製造等領域；中甘
國際、中油二建、省地礦公
司等一批對外工程承包企業
正參與中西亞國家的採礦、
道路、石油及天然氣管道等
建設項目，完成工程承包合
同總額6.5億美元。

此外，從2010年開始至今，甘肅省內外共向中
亞國家外派勞務4,300多人次，其中省內企業外派

2,800人次，省外企業派出甘肅籍勞務1,500人次；
甘肅省科學院自然能源研究所還為中西亞國家培訓
了大量太陽能應用專業技術人才。

隴與中西亞貿易逾15億美元

■昆明高新區管委會董保同主任與各職能部門負責人簽訂年度任務
責任狀。 李守清 攝

■陽谷縣縣長何憲卓。 本報山東傳真

■去年中西亞客商參訪「蘭洽會」尋商機。 許亞飛 攝

柯橋紡織產值破2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紹興報道）記者從紹興市柯橋區

政府獲悉，去年柯橋區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達2,041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1%，這也是柯橋區紡織業歷
年來創造的最高產值。其中，輕紡城市場成交額實現1,105.03億
元，同比增長13.53%，另外，網上輕紡城成交額實現59.38億
元。

去年利潤增長近一成
近年來，儘管面臨成本上漲、需求低迷、產能過剩、外部環境

複雜多變等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柯橋區紡織業經濟效益回升態
勢明顯。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柯橋區紡織業實現收入2,006億
元，其中利潤95.8億元，分別增長5.2%和9.9%。隨着國內外市場
需求小幅回暖，去年紡織行業自營出口創101.3億美元，同比增長
12.3%，增幅高出全區出口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柯橋區也成為浙
江省首個單行業出口突破百億美元的縣（市、區）。

2014年，世界經濟預計仍將延續緩慢復甦態勢，內地改革創新
步伐不斷加快，綜合出口、投資、成本、贏利等因素考慮，有專
家預計，今年柯橋區紡織產業將有望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態勢。但
成本持續上漲、產能嚴重過剩、產業層次偏低等不利因素，依然
是制約柯橋區紡織業發展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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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
麗、王宇軒 青島報道）記者從
山東海事局了解到，進入1月份
以來，「世界航運風向標」之稱
的波羅的海乾散貨綜合運價指數
（BDI）從2013年12月份2,337
的高點暴跌至本年 1 月 31 日的
1,110點，創30年來最大單月跌
幅，而山東沿海航運卻逆勢上
揚，山東沿海貨物進出港總量達
8,702萬噸，同比增長14.9%；山
東沿海共運送旅客 71.9 萬人次
（日均約2.3萬人次），同比增
長8.1%，實現客貨兩運開門紅。

據山東海事局統計，今年1月
份，山東沿海貨物進出港總量達
8,702萬噸，同比增長14.9%、環
比增長 8.4%，其中外貿貨物
5,908萬噸，佔67.9%，同比增長
17.7%、環比增長10.4%；山東
沿海共運送旅客71.9萬人次（日
均約 2.3 萬人次），同比增長
8.1%、環比增長11.4%。

西安天朗擬來港借殼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秦

玉 西安報道）西安天朗控股
集團董事長孫茵日前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該集
團計劃今年在香港借殼上
市。據悉，香港上市只是天
朗未來融資計劃的一部分，

該集團也可能會嘗試Reits。此外，該集團旗下除房地
產以外的其他產業未來也會擇機選擇上市。

不排除Reits上市可能
據了解，天朗控股2001年創建於古都西安，是一家

以城市多元產業投資與運營為主營業務的全國性企業集
團，業態涵蓋投資、資本、地產、物業、產業、商業、
文化、旅遊、現代農林九大運營領域，旗下擁有十餘家
全資子公司。現已躋身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80強和中
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品牌價值50強，成為內地一線地產
商。

近年來，天朗控股集團開始涉足產業園區和酒店開發
及運營，不斷加快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中國一

線熱點經濟圈中心城市的戰略佈局。該集團目前在長
春、濟南、南京、成都、無錫、昆山等十個城市都有項
目落地，這些項目今年將陸續進入銷售階段。這些產業
綜合運營項目建成後，該集團都將自己持有經營。目
前，該集團確立了中國城市文化產業集群發展運營模
式，提出了「天朗文化集」產品形態，實現了跨區域、
跨行業的產業優化與產業驅動。

孫茵表示，天朗控股集團選擇在香港上市，一方面是
為了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企業搭
建更好的融資平台。此次借殼上市，其整體資產將以天
朗產商文旅的形式植入。目前，赴港上市的整體工作正
在穩步推進，而怎麼樣以比較好的業績在香港市場上取
得比較好的估值和再融資的能力，都是未來需要不斷努
力的方向。

三年冀年均銷售增百億
孫茵同時亦表示，未來三年，天朗控股集團將實現銷

售業績增長的「1、2、3計劃」，全面進入百億時代。
即2014年實現100億元，2015年實現200億元，2016
年實現300億元。

■孫茵

2014年2月13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四）

J2數碼頻道 亞視國際台 有線體育台有線電影1台亞視本港台無綫明珠台無綫翡翠台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雪山飛狐
10:30 跟紅頂白大三元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戀愛季節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及 交易現場
2:45 高朋滿座
3:50 閃電十一人II及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紙箱戰機W
5:50 財經新聞
5:55 迎妻接福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中國忠旺特約：新聞透視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單戀雙城
9:30 食為奴

10:30 區區有運行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賭場風雲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10 無間音樂
3:25 粵語長片：一見痴情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睡衣寶寶
4:30 叢林小戰士
5:00 功夫熊貓之至尊傳奇 (II)
5:30 反斗樂一通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

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世界足球天地線
7:00 鏗鏘集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港生活．港享受
8:30 特備節目
9:30 情書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情書
12:05 財經速遞
12:10 晚間新聞
12:25 瞬間看地球
12:30 心計 (IV)
1:25 醫神 (VII)
2:15 特備節目
3:05 港生活．港享受
3:30 世界足球天地線
3:5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型格瘋
6:30 Big Boys Club
7:00 無間音樂
8:00 大食懶加菲貓
8:30 K-ON!!輕音少女
9:00 千奇百趣寵物營

10:00 幸福選擇題
11:00 80後環遊世界
11:55 跑出我信念
12:00 清潭洞111
12:30 Big Boys Club
1:00 想念你
2:00 CITY HUNTER
3:00 潮生活
3:15 流行天裁
3:45 讀上癮
3:50 世界那麼大
4:45 飲食男女
5:15 清潭洞111
5:45 潮生活
5:55 大食懶加菲貓
6:25 K-ON!!輕音少女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幸福選擇題
8:30 世界第一等
9:25 跑出我信念
9:30 覓食天下

10:00 清潭洞111
10:30 想念你
11:30 Big Boys Club
12:00 聖鬥士星矢Ω
12:30 蒼天之拳
1:00 CITY HUNTER
2:00 流行天裁
2:35 世界第一等
3:30 覓食天下
4:00 想念你
5:00 蒼天之拳
5:30 聖鬥士星矢Ω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少年英雄方世玉
12:20 走進上市公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影城大亨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獸旋戰鬥
5:00 冒險王比特EX
5: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議事論事 / iFit@tv
7:30 香江怒看
8:00 星動亞洲
9:00 黃飛鴻之黃飛鴻與蘇乞兒
9:30 六合彩
9:35 黃飛鴻之黃飛鴻與蘇乞兒

10:00 國際財經視野/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每日一歌
11:50 SAM哥踢館4
12:20 高志森微博
1:15 香江怒看
1:45 星動亞洲
2:45 國際財經視野
3:15 把酒當歌
3:45 黃飛鴻之黃飛鴻與蘇乞兒
4:45 ATV每日一歌
5:00 香江怒看
5:30 ATV粵曲會知音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時事縱橫
8:30 時事內幕追擊
9:00 瘋狂馬特
9:30 The Wiggles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恐龍仔班尼
5:00 歷史知多D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嶺南尋根之旅
8:30 娛樂Fit人
9:00 靈感應

10:00 Warner Music Power
Station

10:05 探索宇宙
11:00 夜間新聞
11:20 娛樂Fit人
11:50 無悔追夢人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1:50 探索宇宙
2:50 Music 120

6:00 我的公主
7:15 真愛黑白配
8: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大

結局)
9:00 愛似百匯

10:00 愛情雨
11:05 真愛黑白配
12: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大

結局)
1:00 愛似百匯
2:00 真愛黑白配
2:45 我的公主
4:00 新娘的爸爸
5:00 愛似百匯
5:45 愛情雨
7:00 真愛黑白配
8:00 新娘的爸爸
9:00 愛似百匯
9:45 我的公主

11:00 新娘的爸爸
12:00 真愛黑白配
1:00 愛情雨
2:15 愛似百匯
3:00 新娘的爸爸
4:00 真愛黑白配
5:00 愛似百匯

7:50 愛上百分百英雄
9:55 絕代雙驕

12:05 五億探長雷洛傳(雷老
虎)

2:40 撲克王
5:00 花旗少林
7:10 倫文敘老點柳先開
9:00 算死草

10:40 C+偵探
12:50 單身部落
2:35 短暫的生命
4:15 富貴吉祥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多哈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多哈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多哈站

無綫劇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