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8 文匯財經經貿訊息 ■責任編輯：楊偉聰 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

浙盼為港提供更多農產品

百名企業家龍岩簽資28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在近日舉行

的福建龍岩市2014年「百名企業家閩西行活動」項目簽
約儀式上，共簽約35個項目。項目內容包括旅遊、環保
建材、機械、光電等。其中外資項目3項，總投資10.68
億元（人民幣，下同）；內聯項目32項，總投資270億
元，總投資10億元以上的項目共9項。

正德30億投資多媒體生產
正德（香港）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薛木慶表示，

公司看中龍岩獨特的交通和政策優勢，對龍岩投資興業
充滿信心。正德此次投資30億元建設多媒體生產項目。
香港金日投資集團則以2億元擬在龍岩長汀建設醫藥保
健研發生產項目。

龍岩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阮開森表示，龍岩既享受
中央支持東部經濟發展優惠政策、海西發展優惠政策，
又同時享有原中央蘇區優惠政策，交通基礎設施日益完
善，投資環境非常優異，各項經濟指標連續5年走在福
建全省前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 東莞報道）東莞
東城區投資環境推介日前舉行新聞發布會，東城
區區長劉學聰及相關部門、投資協會代表等出
席。劉學聰介紹，東城區產業結構較合理，經濟
實力相對雄厚，但土地資源不足、企業科技創新
和核心競爭力不強等難題日益凸顯。此次出台促
進「重大項目招商引資、企業科技創新、樓宇經
濟和總部經濟加快發展、電子商務加快發展」4
個經濟發展的獎勵辦法（試行），將更有效促進
城市經濟產業的發展，破解東城區發展瓶頸，吸
引更多海內外人士前來東城投資創業。

四個《獎勵辦法》由東城區經濟工作領導小組統
籌推進。此次設立4個專項獎勵資金，由東城財政
每年各安排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共2億
元，按3年粗略估算需6億元。在政策有效期2016
年12月31日內認定的獎勵項目，在資格存續期間
和獎勵期限內還將繼續享受政策獎勵。

設社區稅收分成獎勵
同時，該區設立了社區稅收分成獎勵制度，推

動社區參與招引重大項目；鼓勵電子商務聚集發
展，從電子商務園區規劃設計、硬件投入、電商
入駐和稅收貢獻等方面給予獎勵支持；立項資助
本土科技企業的創新項目，並率先為商務樓宇和
總部經濟培育獎勵。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東城分會會長李文誠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他來東莞21年，見證了東城
區的發展。台商在東城區的投資超50億美元，環
球經貿中心和萬達中心等國際5A級寫字樓建成並
投入使用的契機，亦突出樓宇招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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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濟錫說，此次來港是為了發揮自
身的資源優勢，提高浙江農產品

的價值。水果是近年來浙江效益農業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史濟錫說，浙江
目前有兩種種植面積、效益相近的水
果，一個是柑橘，一個是楊梅。

史濟錫冀港人認識楊梅
楊梅是浙江一種重要的特色水果，種植

面積接近130萬畝，年產值約50億元人民
幣。這次楊梅作為先導走出內地，一方面
是希望香港人認識楊梅。楊梅季節性比較

強，但美味可口且非常健康有營養。我們
希望通過此次活動能和有關部門增進了
解，力求在交流中找到結合點，引導主體
（企業、市場）參與其中。

高永文籲先開設特賣場
高永文向史濟錫一行介紹了香港的食

品管理，並表示「對楊梅很感興趣，第
一次看到楊梅用這種包裝，這種包裝在
保鮮和楊梅保護上比較好」。並建議，
浙江要在香港開拓市場，可以效仿廣西
等地在香港開設的特賣場模式，賣果

汁、乾果等產品，且四季產品不同。如
果浙江楊梅品牌做成以後，他認為可以
考慮入駐高級超市，現在香港愈來愈多
人會去大中小型超市買高品質產品。他
希望今後能在香港看到更多高品質的浙
江農產品。此次來香港做推介有20多家
楊梅企業、合作社，史濟錫表示，農業

部門很重視食品安全，楊梅上市比較集
中，今年6月，全國農產品杭州檢測中
心在68個楊梅主要生產區，抽檢共76
批次楊梅，合格率是100%。工商部門
在檢測以後均有備案，並頒發關於定點
供應的生產許可。浙江與香港兩地合作
是雙贏的。

天山．九峰品牌發布會河北閉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2015意大

利米蘭世博會河北省品牌合作夥伴授權儀式，暨天山·九
峰全球品牌發布盛典」近日在河北石家莊閉幕。

天山集團（2118）1980年在河北創建，在全國發
展，業務經營範圍連接商業、工業、住宅、資本、建
築、實業為支撐體的六大營運領域，經營規模和綜合
實力皆位居行業前列。其中房地產業務於2010年7月

15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視環保為己任
對於公眾所關心的天山集團攜手2015年米蘭世博會

的戰略布局，天山住宅集團總裁高麗介紹，2015年米
蘭世博會「給養地球：生命的能源」的主題強調對環
境、生命、居住、生活等方面的關注，與天山集團在

項目建設過程中，積極採用國際領先的建築新技術、
新材料，一直以綠色環保為己任的觀念不謀而合，更
與新項目天山·九峰的終極居住夢想相輔相成。

天山·九峰LOGO揭幕儀式完成後，由天山住宅集
團總裁高麗接受米蘭世博會中國區項目代表周亦嘉的
授牌，天山集團正式成為2015意大利米蘭世博會河北
省品牌合作夥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展覽部副部長
兼世博處處長張亮在會上表示，中國積極參與米蘭世
博會表現出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給國家經
濟貿易、戰略合作關係帶來了多方位的機遇與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茅建興 報道）浙江省農業廳廳長

史濟錫率浙江農業代表團一行日前與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會晤期間表示，香港不僅是大都市，亦是廣闊的市場，香港市場一

直是浙江農產品非常嚮往的地方，願浙江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優質

的農產品。

中華系列現身瀋陽汽博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符曉寧 瀋陽報道）以「感低

碳科技·享品質生活」為主題的第十三屆中國瀋陽國
際汽車工業博覽會於6月25日至30日在瀋陽國際展覽
中心舉行。本屆展會使用了瀋陽國際展覽中心全部8
個室內外展區，展出面積18萬平方米，近200家中外
廠商參展，展出車輛近1,000台。由中華V5、中華
H530、中華 H330、中華 H230、中華 H220 組成的
「世界盃特供版」將從緊湊家轎、城市SUV多角度展
示自主品牌的汽車品質。

作為東北地區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汽博會，瀋
陽汽博會成為當地乃至遼寧地區企業品牌推廣、百姓

購車賞車的重要平台。本屆汽博會首發的全球豪車引
起萬千車迷矚目：全球限量77台，中國配額僅5輛的
阿斯頓·馬丁超級旗艦型跑車one-77、全球首款量產
版電動敞篷跑車特斯拉電動車、全球僅一台的林寶堅
尼 Aventador Nazionale 及 美 式 肌 肉 跑 車 She1by
GT500。

中國品牌新車吸引
在如此豪華的參展陣容裡，中國自主品牌主力

軍、華晨汽車旗下的中華5款、金盃2款閃亮來襲，
引起關注。由中華V5、中華H530、中華H330、中

華H230、中華H220組成的「世界盃特供版」將從
緊湊家轎、城市SUV多角度詮釋參展車型的品質性
價比。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前左三)會晤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史濟錫(前左四)一行。

■中華V5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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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3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9:27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0:16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1:06 電視劇 花木蘭傳奇
11:52 請您欣賞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大劇場 遠遠的愛
2:04 大劇場 遠遠的愛
2:54 大劇場 遠遠的愛
3:39 請您欣賞
3:44 人與自然
4:11 天天飲食
4:32 生活提示
4:43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8:04 前情提要
8:06 電視劇 十送紅軍
8:58 前情提要
9:02 電視劇 十送紅軍

10:00 晚間新聞
10:32 動物世界
11:03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1:51 電視劇 精忠岳飛
12:39 國際藝苑
1:29 尋寶
2:11 電視劇 神秘人質
2:57 電視劇 神秘人質
3:43 請您欣賞
3:45 電視劇 神秘人質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00 中國新聞
6:13 遠方的家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0 中華醫藥
9:45 快樂漢語

10:00 中國新聞
10:12 雙語劇場 生死依托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5 快樂驛站
2:30 雙語劇場 江山
3:15 雙語劇場 江山
4:03 雙語劇場 江山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新聞評論部特別節目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5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5 體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