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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實習記
者 韓毅 石家莊報道）河北石家莊股權
交易所（股交所）2014年首批14家企業
日前舉行掛牌儀式，共有來自該省石家
莊、唐山等市的14家企業成功登陸石家
莊股權交易所，其中4家企業在該所今
年正式推出的「成長板」掛牌上市。河
北省人大副主任王加林、河北省工商聯
黨組書記宋曉瑛等出席掛牌儀式。
石家莊股權交易所是經河北省政府批

准設立，國家24個部門組成的部際聯席
會議審批通過的河北省唯一一家區域股
權交易市場。自去年10月底開市以來，
現累計掛牌企業44家，預約掛牌企業近
40家，托管企業120家。截至目前，已
完成融資1.48億元（人民幣，下同），
達成融資意向2.3億元。此外，石家莊
股權交易所與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十
幾家銀行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對在該
所掛牌的企業定向給予綜合授信額度達
500億元。

東亞中國成備付金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東亞銀
行（中國）有限公司2月20日宣布，近日中國人民
銀行公布了首批通過備案的備付金銀行名單，東亞
中國是此次名單所列10家銀行中唯一的外資銀行。
按照央行《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和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建立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信
息核對校驗機制的通知》有關規定，商業銀行開
展支付機構備付金存管業務，應具備完善的系統
設計、高效的營運能力、全面的規章制度、妥善
的業務連續計劃。

第90屆糖酒會月底成都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第90屆

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將於3月28日至31日在成都
舉行，亦是此項盛會第25次在成都舉行。本屆糖
酒會唯一展區設在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展覽
總面積達13萬平米，參展企業近3,000家。還將
舉行歡迎會、主題論壇、中法葡萄酒文化交流、
微電影發布、大型徵文等活動。

簽約項目涉及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類
項目、雲應用與服務類項目、產品

製造類項目、關聯帶動類項目等四類。
大數據產業聯盟、部分金融機構、著名
高校、科研機構和知名企業與貴州省人
民政府簽訂人才培養與發展大數據產業
等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推優惠獎勵政策
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
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出席會議，工業和
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在致辭時表示，隨着
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和普及應用，大數據
正成為繼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
等之後信息技術的新熱點。希望貴州加
強與各方面的協同合作，大膽探索，先
行先試，努力構建良好的產業發展生
態，全面達成大數據產業發展與應用規
劃綱要的目標。
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承諾，對於大數
據產業項目，貴州將從項目核准、要素

供給等方面給予有力保障；對於大數據
產業企業，將從稅收、融資等方面給予
實實在在的支持；對於大數據產業市
場，將從政府系統開始，組織有關領域
運用大數據平台；對於大數據產業人
才，將積極納入全省「百千萬人才引進
計劃」，充分享受優惠獎勵政策。

具天時地利優勢
貴州省省長陳敏爾在推介時表示，發

展大數據等新興產業方面，貴州具有相
對的比較優勢：首先涼爽乾淨的自然環
境對人才有較強吸引力，地質結構穩定
遠離地震帶，可降低營運風險；其次，
貴州水電資源豐富，能為大數據企業提
供廉價穩定的電力資源；第三，貴州交
通業發展迅猛，人流、物流、信息流匯
聚；第四，中央及各部委的政策支持及
貴安新區躋身國家級新區，在諸多政策
和改革方面有先行先試的可能；最後，
三大軍工基地、富士康第四代產業園和

移動、電信、聯通三大營運商的雲計算
和大數據中心落戶貴州，產業優勢明
顯。

黔京合作空間大
此次活動由貴州省人民政府主辦，北

京市科委、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貴
陽市人民政府、貴安新區管委會承辦。
北京市長王安順表示，北京與貴州兩地

產業互補性很強，合作空間十分充裕。
北京已形成大數據產業集群先發優勢，
憑借兩地相互優勢，大數據合作前景廣
闊。
當日推介會上，微軟（中國）有限責

任公司與貴州省貴安新區簽約，計劃在
貴州省建立微軟IT學院和中小企業雲平
台。將建的微軟貴州IT學院是西部地區
的第二所微軟IT學院。

黔推大數據產業引資73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張聰 北京報道）中國西部省份貴州

正致力建設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新高地。貴州3月1日在北京中關村

科技園舉行大數據產業發展推介會，向與會企業家代表、專家學者推

介貴州雲計算及大數據關聯產業政策、資源等優勢以及發展商機。推

介會共簽約項目78個，投資總額730.2億元（人民幣下同）。

文新茶葉推「名茶復興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永傑 鄭州報
道）全國知名茶企文
新茶葉日前在鄭州召
開新聞發布會，正式
啟動文新信陽毛尖
「名茶復興計劃」。
會上，文新茶葉董事
長、總經理劉文新發
布了名茶復興計劃的
具體內容，其中包
括：追溯體系計劃、
科技優種計劃、名茶傳承計劃、文化
助推計劃，從信陽毛尖的茶樹種植到
培育，從原料加工到生產包裝，再從
市場推廣和文化傳播，基本上涵蓋了
信陽毛尖全產業的範疇，可謂規模宏
大。

信陽毛尖是全國知名的十大名茶之
一，在中國茶葉歷史上享有崇高地
位。文新茶葉此舉不僅在於提高信陽
毛尖的水準和影響，更在於提升整個
中原茶產業的發展水平，提高中原茶
產業在全國的地位。

前海建5000保障房吸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前海管理局日前對外表示，在該局今
年推出的46條改革措施中，將大力吸引香
港及國內外人才，並為此籌集約5000套人
才保障房。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

戰略發展處處長賀龍德介紹指，為促進快速
發展，前海在建設全國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
方面，主要包含人才引進、人才管理、人才
福利3個方面的內容。他透露，這些改革創
新措施全部可以在深圳市層面上協調落實。
其中，籌集約5000套人才保障房低價租售給
入區機構，為引進高層次人才、緊缺人才提
供良好生活配套服務。

低價租售優質社會組織
考慮到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前海管理

局計劃在區內籌集約5000套人才保障房，
低價租售給入區營運的優質企事業單位和
社會組織，以幫助這些機構引進和留住人
才。
此外，前海還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

化方面的工作，主要包含深港聯合工作
組、外商投資管理、跨境貿易、融資租賃
與商業保理、跨境航運服務、深港青年創
業、港籍員工社保、跨境基礎電信8個方面
的內容。

建深港青年創業夢工場
另外，前海管理局日前與香港青年協

會、深圳市青年聯合會3方簽訂了前海青年
創新創業夢工場合作框架。深港青年創業
夢工場設立於前海企業公館的西側，預計
將於今年年底建設完畢正式投入使用。

■貴州‧北京大數據產業發展推介會現場。 路艷寧 攝

■石家莊股權交易所向銀行戰略合作會員授牌。
韓毅 攝

■劉文新發布「名茶復興計劃」具體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古語有云「滴水之
恩，湧泉相報」，受人一飯之恩的Simon自始積極推
廣「待用」文化。查實「待用飯」概念源起意大利拿
坡里的「待用咖啡」（Suspended Coffee）。活動創始
人，愛爾蘭一名28歲水電工史維尼自身亦曾遭受失業
打擊，在寒天中想喝杯咖啡卻付不起錢，故後來想到
於Facebook設立「待用咖啡」專頁，未料立馬得到熱
烈迴響。

顧及受惠者感受
本港藝人王喜亦透過社交網絡看到待用咖啡的文章

受到啟發，再藉工作之便與車仔麵店味芳老闆「大佬
鍾」合作推廣待用飯。憑藉本身行善的經

歷，王喜明白到做善事亦需
照顧受惠者的

感受，在待用
文化中，施者
毋須露面，亦
不以受者外貌
取人，毋須條
件審查，只要
有需要即可享
用待用餐。

無 意 中 與
Simon 在節目
中結緣，亦令他轉身當起布施者。問到可
會怕善心被揮霍利用？Simon卻指，「當
初自己好人好者走入麵店亦怕被當呃飯
食」。要行善怎能假設別人會來騙你？
新一年，他計劃再增加飯券數量，希
望更多人得益受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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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一飯恩
黃傑龍 助人行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楚茵）Simon在節目內多口
建議小食店請多個人，令自己頓成網民口中
「唔捱得」的太子爺大老闆，明知被鬧，但當初確信自己
是據理力爭。因為「份工真係好辛苦，況且我只是打一兩日工，叫老闆
加人工請人絕非為了自己」。
理由充分，卻說不過殘酷現實。他承認當時認為小食店工人不多，每人
時薪加幾元影響不大，好似自己集團一間茶樓動輒上百員工才要「停一
停，諗一諗」。但節目拍完後再訪小食店，赫然發現老闆將部分店面分
租出去做散貨場，亦不再賣自己曾洗餐死的竹蔗。雖早知租金佔食店盈
利大半，但沒想到生意再好，小店老闆仍月蝕9萬元，更遑論加人工。

加得快扼殺生存空間
來自商界，身兼最低工資委員會、競爭事務委員會及扶貧委員會
委員的Simon，經此一役有另一番體會。想幫基層，但原來最低工
資、標準工時對大集團影響未必最大，真正影響的是小店老闆，
「他們只是基層第二浸，搵份人工」，太快太急會扼殺生存空
間。

籲特定行業引入外勞
他認為個別行業輸入外勞是一個選擇，「工會幫工人無

可厚非，但有些行業本身港人都唔想做」，若做保安、洗
碗工均較大學生高人工，這就是一個警號。他提議安老
及建築業可引入外勞，皆因兩者不會另外增加本港房屋
負擔，可騰出更多本地工人回歸零售飲食等較高增值
的行業，回應市場需求。
Simon認為在輸入外勞及最低工資等問題上，勞資
雙方非必然對立，政府應有更強的主導角色。
另一方面，Simon旗下酒樓原來全屬租賃，當時

他形容人工、材料租金樣樣升，加價實在「無得
揀」，會輕微加茶芥及加價5%內，若為省租搬
去無人流的地方，反而連水電煤都可能賺不
回。言猶在耳，小記執筆中途，聽聞敘福樓已
加價，同時另一大型快餐店亦平均加價
2.2%。

明明知再入知再入《《窮富翁窮富翁》》會被人說做會被人說做
騷騷，，但對首次體驗無錢開飯日子但對首次體驗無錢開飯日子

的的SimonSimon而言而言，「，「一飯之恩一飯之恩」」的珍貴體的珍貴體
驗驗，，不止改變了他的想法不止改變了他的想法，，亦造就鏡頭後亦造就鏡頭後
另一場大作戰另一場大作戰。。他利用自己的力量他利用自己的力量、、名氣名氣、、
公職公職，，積極宣揚積極宣揚「「待用飯待用飯」」布施文化布施文化。。

三日基層生活體驗三日基層生活體驗
訪問安排在黃氏旗下的九龍灣酒樓訪問安排在黃氏旗下的九龍灣酒樓，，水晶吊水晶吊

燈燈，，寬敞禮堂寬敞禮堂，，上好清茶上好清茶，，一流環境一流環境。。黃傑龍口黃傑龍口
中卻講出恰似另一世界的故事中卻講出恰似另一世界的故事。。當日節目安排當日節目安排33
天行程天行程，，住的是劏房住的是劏房，，使費限制每日使費限制每日5050元元，，
「「返工前就知道會辛苦返工前就知道會辛苦，，所以去快餐店買了個所以去快餐店買了個88
蚊包蚊包，，雙牛芝堡雙牛芝堡」。」。其實其實88蚊包當時已加價至蚊包當時已加價至99
元元，，加幅逾一成二加幅逾一成二，，不過想要有氣有力工作不過想要有氣有力工作，，狠狠
下心花費下心花費，，加上來回港鐵車費加上來回港鐵車費1616元元，，分文未賺分文未賺

已用一半錢已用一半錢。。
據他形容據他形容，，去到第一日工作的超市負責搬貨去到第一日工作的超市負責搬貨

銷售銷售，，牛肉漢堡不消一會就消化無影牛肉漢堡不消一會就消化無影，，又餓又餓，，只只
好再去街坊小店以好再去街坊小店以66元買兩個麵包元買兩個麵包，，加上公司提加上公司提
供的免費水又一餐供的免費水又一餐。。
從未試過如此辛苦從未試過如此辛苦，，第二日去到小食店第二日去到小食店，，搣搣

牛蒡牛蒡、、揮刀切了上百隻雞腿揮刀切了上百隻雞腿、、拮魚蛋拮魚蛋，，做足做足1010
個鐘個鐘，，全是大老闆的第一次全是大老闆的第一次，，永誌不忘永誌不忘。。鏡頭前鏡頭前
不識相建議請多個人不識相建議請多個人，，鏡頭後才知道原來沒他的鏡頭後才知道原來沒他的
出現出現，，這些工作全由那位默不作聲的姐姐獨力完這些工作全由那位默不作聲的姐姐獨力完
成成，，終於明白所謂辛苦卻是尋常百姓的日常終於明白所謂辛苦卻是尋常百姓的日常。。

得待用飯內心感激得待用飯內心感激
無錢開飯無錢開飯，，見到街坊麵包舖有待用麵包就似見到街坊麵包舖有待用麵包就似

執到金執到金，，鏡頭前未播出的一幕是麵包早已派完被鏡頭前未播出的一幕是麵包早已派完被
拒拒。。尷尬是理所當然尷尬是理所當然，，但肚餓沒法子但肚餓沒法子，，再向一間再向一間

有參與有參與「「待用飯計劃待用飯計劃」」的車仔麵店進發的車仔麵店進發，「，「一個一個
大男人頭耷耷行入去大男人頭耷耷行入去，，真係抬唔起頭真係抬唔起頭」，」，慶幸老慶幸老
闆人好闆人好，，直接捧上一碗價值直接捧上一碗價值3838元的車仔麵元的車仔麵，，更更
有牛腩有牛腩。。貪心問一句可有飲品貪心問一句可有飲品，，只敢叫凍茶只敢叫凍茶，，卻卻
見老闆遞上一杯有檸檬的凍檸茶見老闆遞上一杯有檸檬的凍檸茶。。見店內人多想見店內人多想
走走，，老闆卻拍拍他膊頭老闆卻拍拍他膊頭，，說待用飯也付了全錢說待用飯也付了全錢，，
叫他安坐叫他安坐，，黃傑龍直言那刻感動到想喊黃傑龍直言那刻感動到想喊。。

日派百飯盒顯關愛日派百飯盒顯關愛
小故事承載着大意義小故事承載着大意義，，受過陌生人一飯之受過陌生人一飯之

恩恩，，見證人間有情見證人間有情，，SimonSimon從中得到啟發從中得到啟發。。他明他明
白小如分毫對基層亦彌足珍貴白小如分毫對基層亦彌足珍貴，，亦領會如何亦領會如何「「行行
饍饍」」大方令受者舒心大方令受者舒心，，所以自去年所以自去年1010月在旗下月在旗下
天水圍分店每天由社工派一百張飯盒券天水圍分店每天由社工派一百張飯盒券，，亦接受亦接受
市民購買待用飯券市民購買待用飯券，，更開團購賣更開團購賣「「饍心待用饍心待用
飯飯」，」，鼓勵同行加入鼓勵同行加入。。雖知一二百個飯盒也許只雖知一二百個飯盒也許只
是杯水車薪是杯水車薪，，卻不能失去聚沙成塔的信心卻不能失去聚沙成塔的信心。。

調
整
最
低
工
資

小
店
影
響
最
大

「待用」文化源自意國

港台真人騷《窮富翁大作

戰》請來一班有錢人感受何謂

基層生活，相信讀者一定記得，謝瑞麟前CEO黃岳永變身垃圾佬，

「田二少」田北辰掃街瞓籠屋。節目拍至第四年第三輯，貧富懸殊問

題未解決，今番再紅了一個因基層無錢食牛肉，淚灑鏡頭前的牛肉食

肆兼敘福樓老闆黃傑龍（Simon）。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楚茵

■■黃傑龍積極宣揚黃傑龍積極宣揚「「待用飯待用飯」」布施文化布施文化。。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待用飯待用飯」」概念源起意大概念源起意大
利利「「待用咖啡待用咖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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