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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館是每年京交會上「名
角」，設計獨特搶眼的展館十
分吸引觀眾眼球。今年，香港
館設計以「先機洞悉、引領潮

流」為理念，色彩炫麗，造型別致。
記者在展區看見，許多觀眾在香港館前駐

足欣賞，在與其它國家和地區展館的 PK
中，香港館脫穎而出。香港館別具匠心的設
計，連續三年贏得了各參展機構與觀眾的口
碑。第一年以一群白鴿朝天飛的造型展示
「展翅迎風」的設計理念；第二年利用鏡面
效應的材料，將維多利亞港「搬進」京交
會；今年，香港更加進步，要成為先行者，
洞悉先機，引領潮流，展館大膽的設計具有
一種超現實主義風格。

一位前來參展的美術系學生在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這是他第二次參觀京交會展
覽，去年參展時香港館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而今年香港館又一次讓他大開眼界。這
位觀眾說：「香港的設計理念和風格一直領

先內地，他們的設計總是要麼簡單極致，要麼大膽肆
意。作為一名在校生，在觀展的同時我也要留心學習，
找機會與香港設計師多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婷

德州資交會322項目簽千億

天津發展着力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天津市市長黃
興國日前在科技「小巨人」企業「互看互學」活動總結
會上指出，天津已經進入了只有依靠科技創新才能實現
更高水平發展的關鍵時期。近年來，抓科技型中小企業
發展，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穩增長、調結構」的一項
重要舉措。據統計，今年1月至4月，天津市新增科技型
中小企業5,414家，總數達到54,641家。其中科技「小巨
人」企業新增205家，累計達到2,586家，收入累計達到
1.04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市科企的83%。
黃興國在會上強調，「小巨人」企業要在做優做強做大

上狠下功夫，搶抓機遇，開拓創新，永不滿足，苦練內功，
努力實現更大突破，真正成為全市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渝洽會簽181項目206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為期4天的第
十七屆中國（重慶）國際投資暨全球採購會（簡稱渝洽
會）日前閉幕。重慶市外經貿委主任徐強透露，本次渝
洽會期間簽約合同項目181個，合同金額2,068.8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升30.7%。

同比增逾三成
重慶的主要投資來源地為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新
加坡、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涉及製造業、商貿物
流、城市綜合體打造、金融、旅遊及文化創意等產業。
作為西部最具影響力的展會，渝洽會的開放橋樑作用

逐漸凸顯。四川內江、廣安、達州、資陽等10個環渝城
市抱團來渝招商，共簽約項目210多個，總投資1,600多
億元。其中，廣安簽約330億元，達州簽約275億元，阿
壩州首次來渝推介文化旅遊項目，簽約2.3億元。
自重慶試點開放低空空域，航空產業迅速發展。在本屆

渝洽會上，重慶通航集團與六家民企簽訂了20架恩斯特
龍480B直升機的銷售訂單，價值約2.2億元。此外，華彬
航空集團與兩江航投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擬在兩江
航空產業園投資10億元，打造華彬航空運營中心。

■渝洽會展場，重慶造直升機吸引了不少企業界人士。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殷江宏、董洋 山東報道）近日

舉行的中國．德州第四屆資本交易大會，期間共簽約322個項目，

合同金額1,050億元（人民幣，下同）；達成意向265個，涉及金

額231億元。山東省德州市委書記吳翠雲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該

市正在積極打造區域金融中心，冀望引進境外金融機構到德州設

立區域總部和分支機構。

據悉，本屆
德州資本

大會由中國證券
業協會、山東省
金融工作辦公
室、山東省工商
業聯合會、德
州市政府共同
舉辦，來自銀
行、證券、保
險、投資基金
機構、平台類

機構、融資中介機構和企業的1,600餘
人參會。相比以往，本次大會取得重大
突破，前三屆累計簽約金額約1,770多億
元，而本屆已達到1,050億元。
吳翠雲表示，連續四年資本交易大
會，使德州市逐漸進入國內外金融機構

的視野。通過大會平台，該市與600多
家國內外金融機構建立了穩定合作關
係。幾年前，德州沒有一家全國性股份
制銀行和市外城商行，目前全市已有各
類金融機構近百家。

提供中小企融資平台
另外，該市企業對於上市融資的重視

度亦明顯提升。目前德州場外掛牌企業
總數達到43家，居山東省第二位；儲
備上市、掛牌後備企業235家。現時大
部分企業上市目標選擇了內地，未來該
市有意引導一些優質企業境外上市。
資本交易大會拉動了該市金融業的發

展，亦為中小微企提供了融資平台。吳
翠雲表示，為解決小微企業抵押物少、
擔保不足的問題，德州市相繼推出了經
營型物業貸款、未來貨權質押等38種

增信創新產品，幫助812戶小微企業融
資56.2億元。國家農發行將該市列為全
國首家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驗區，禹
城市、臨邑縣相繼成為山東省金融創新
試點縣。

冀打造區域金融中心

據規劃，未來德州資本交易大會將打
造成山東西部經濟隆起帶投融資平台，
並將逐步形成輻射周邊地區的省界地區
金融中心。吳翠雲表示，此前已有多家
金融機構看到了該市打造區域金融中心
的潛力，密集造訪並搶灘登陸，歡迎境
外的金融機構到德州發展。

合肥廬江力拓茶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長城 合肥報道）合肥
市廬江縣位居江淮之間，境內山區適宜茶葉生
長，是全國重點產茶縣。廬江縣從土地流轉、項
目申報、金融服務等方面扶持茶產業發展，成為
安徽省最具發展潛力的重點產茶縣。目前，廬江
縣擁有茶園面積6萬畝，茶葉加工企業45家，其
中省市級龍頭企業7家，茶葉專業合作社20家，
帶動茶農3萬多戶。

打造「白雲春毫」品牌
廬江茶界名人輩出，湧現出「太平猴魁」創製

人王魁成、現代普洱茶之母吳啟英、安農大校長
（茶葉專家）宛曉春、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副
所長魯成銀等一批廬江籍茶界名人。他們也激發
了家鄉人民堅持茶葉種植傳統，發掘茶葉經濟資

源，打造廬江產茶基地，創製廬江茶葉品牌的熱
情。廬江縣在茶產業的推廣上，突出宣傳「省會
出好茶、產地在廬江」的亮點，並積極打造公共
品牌。為提升茶葉品牌形象，化質量優勢為品牌
優勢，廬江縣供銷社和茶葉協會等部門，去年整
合推出了廬江縣茶葉公共品牌—「白雲春
毫」。經安徽農業大學、安徽省農委等專家評
審，安徽省質監局審批發佈了「白雲春毫」茶的
安徽省地方標準。公共品牌的管理與使用，有利
於統一標準、提升品質，也促進了廬江茶葉企業
的發展壯大、農民的增收致富。近幾年來，廬江
縣還多次組織茶葉龍頭企業和「白雲春毫」茶葉
參加各類茶葉博覽交易會，獲得了「安徽最具競
爭力品牌名茶」等一批獎項，顯著提高了「白雲
春毫」茶葉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廬江縣春茶採摘。 周躍東攝

■德州市委書記吳翠
雲。 殷江宏攝

■德州第四屆資本交易大會。 董洋攝

貿發局：港可助內企國際化

首屆衛星服務商洽會
倡建中國衛星全球服務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京交會首屆
「中國衛星全球服務國際合作商洽會暨ITC主題日」昨日
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是次商洽會提出「構建天基新
絲綢之路」的概念，倡導構建中國衛星全球服務的聯盟，
此舉預示中國高科技服務貿易的創新發展。
據了解，中國目前已為國際用戶實施了39次國際發射、

發射衛星45顆，同時已有2,000多項航天技術成果運用到
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經過多年發展，中國衛星產業服務能
力日益增強。參與全球競爭，推進航天技術全球應用，將
是中國航天企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本次商洽會上，業界企業表達了構建中國衛星全球服

務聯盟的期待，並結合來自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TC）
等多位國際嘉賓表達的合作意願，與全球市場需求廣泛對
接，推進業內廣泛合作、資源共享，創造衛星相關企業聯
手走出去的契機，促進衛星全球應用及航天經濟創新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香港貿發
局副總裁方舜文昨日在京交會上向本報表示，內地服
務貿易在服務外包、建築業、物流等方面比較出色，
但多數停留在區內發展，並未走上國際化之路，香港
在為這些領域注入國際元素方面可有所作為。她指
出，雖然CEPA已經推行10年，但內地和香港很多企
業並不了解如何落實，相關方面應在細則上做更多解
讀和推介。
針對內地服務業發展的現狀，方舜文表示，內地服

務貿易在服務外包、建築業、物流等方面做得比較出
色，但多數停留在區內發展，並未走上國際化之路。
市場廣闊或許是很多企業注重內地發展的原因。但商
家同時也要看到，企業在國際上「打出名堂」後再回
國發展，前景會完全不同，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在管
理上規範有序，會獲得國際認可。
她說，香港可從知識產權方面切入，提升內地企業
競爭力，「內地企業做了很多的開發和科研性工作，
成果顯著，目前這些技術的應用還停留在國內層面，

對於好的成果，內地企業應介紹給其他國家，並在知
識產權方面對新成果進行保護。」

CEPA政策需更多推介
就香港服務貿易界與內地合作的狀況，方舜文表

示，雖然CEPA已經推行十年，但內地和香港的很多
企業並不了解如何落實。CEPA是一個框架，在落實
時涉及許多小的細節，相關方面應對其進行更多解讀
和推廣。
她指出，香港貿發局和內地在製造業方面已經有很
好的合作，下一步要大力促進香港與內地在服務業方
面的協作，香港和內地今後應在海外和內地的市場分
享上，做出更多嘗試。

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
兩地服貿業共識：

孫成海表示，內地與香港貿發局在
會展、培訓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合作，希望香港專業人士與
內地企業進一步加強合作，分享金融、
會計、法律、貿易、設計、房地產管理
和醫療等領域的成功經驗和創新理念。

業界：冀三方面增合作
趙中屹分析稱，目前，香港與內地在

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優勢明顯，內地在
交通運輸及金融方面較弱勢，而香港具
有豐富的經驗、優秀的人才以及國際銷
售，能夠彌補內地的不足。
他坦言，不同的法律體制、人文環境、
語言環境等因素，造成兩地服務合作在實
際操作中面臨障礙，兩地在服務貿易領域
的CEPA合作尚不充分，希望今後加強三
方面的合作：一，強化兩地CEPA共識，
進一步改進內地經濟環境，提高投資服務
效率，降低港商向內地擴展服務貿易的門

檻；二，香港銀行業在內地增設代表處，
為內地企業提供先進的金融服務；三，兩
地服務貿易企業優勢互補，推升服務貿易
水平，提升國際競爭力，攜手開拓國際市
場。他相信，未來香港與內地的服務貿易
合作將是最引人注目的領域之一。
香港會計師工會會長陳錦榮指出，過

去，香港與內地合作的重心主要是把國
外體制與技術引進到內地，今後重心將
轉移到幫助內地打造服務產業，逐步促
進內地企業升級轉型。他指出，香港目
前已有3,880家跨國大企業，內地企業
可利用香港服務業與國際高度接軌的特
有優勢，拓展內地服務業的全球視野，
與國際市場實現有效對接。他期望，
「十二五」期間，兩地基本實現服務貿
易自由化，內地企業可以借助香港的轉
型經驗，利用香港資源，聯合承包項
目，促進香港與內地企業共贏。
中國中化集團公司資金管理部副總經

理唐致軍在洽談會上回憶了中化集團通
過香港市場獲得國際競爭力提升的經
歷，唐致軍表示，服務邁向全球，香港
是首選。

借京交會平台提升水平
據了解，2013年北京企業向香港直接

投資額為14.48億美元，佔其境外直接
投資總額的47%，香港已經成為北京市
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橋樑。對此，北
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馬林表示，京港
兩地企業將繼續借助京交會這一平台，
深化兩地服務業的交流合作，努力把兩
地服務業合作推向更高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聰、張紫晨 北京報道） 第三屆京交

會「中國香港服務貿易洽談會」昨日舉行，「服務邁向全球，首選

香港」成為共識。商務部外貿發展局局長孫成海在致辭中表示，兩

地在會展、培訓等方面已有較多合作，希望能夠加強金融、會計、

醫療等多領域的合作。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趙中屹則

提出了改善兩地CEPA合作的三項建議：改進內地經濟環境，提供

投資服務效率；推動香港銀行業在內地增設代表處；兩地服務貿易

企業攜手開拓國際市場。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昨天到京交會內的「香港館」參觀，香港貿發局副總裁方舜文
在場歡迎。

■香港館設計新穎，具有一種超現實主義風
格。 記者李茜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