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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鐘錶珠寶看好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西江經
濟帶基礎設施建設大會戰啟動大會日前在貴港市舉
行，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在會上強調，自治區黨
委、政府決定用3年左右時間開展西江經濟帶基礎設
施建設大會戰，初步確定實施12大類166個項目，總
投資約6,3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據悉，啟動當天
有西江航運幹線貴港航運樞紐二線船閘等5個大會戰
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約37.69億元。

有利對接粵港澳先進生產力
陳武說，舉全區之力開展西江經濟帶基礎設施建設

大會戰，是為了適應珠江-西江經濟帶即將上升為國家
戰略這一新形勢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有利於充分對接
粵港澳地區先進生產力、擴大向東開放、推進兩廣經
濟一體化。陳武要求各級部門必須加快建成西江黃金
水道和國內有重要影響的內河港口群，為沿江現代產
業集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為深入實施「雙核驅動」
戰略、加快實現「兩個建成」目標打下堅實基礎。

貴港航運樞紐二線船閘開工
此外，作為西江經濟帶基礎設施建設大會戰重點工

程，西江航運幹線貴港航運樞紐二線船閘項目當天舉
行開工。據悉，該項目總投資約15.03億元，建成運行
後，貴港航運樞紐一線、二線船閘的年單向總通過能
力將達到4,300萬噸，成為僅次於長洲水利樞紐的廣西
第二大船閘。當天還有4個大會戰基礎設施項目開
工，總投資約22.66億元。

西江經濟基礎設施建設
三年擬投63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亞飛蘭州
報道）在第二十屆中國蘭洽會期間，天
水市7日舉行了重點招商項目推介會暨
重大項目簽約儀式。此屆天水市「蘭洽
會」共簽約招商引資項目122項，簽約
金額463.97億元(人民幣，下同)，項目
主要集中於裝備製造、農產品加工、礦
產開發、建材及新材料、能源、文化旅
遊、現代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

簽億元以上項目84個
據了解，此次天水市引資來源遍及全

國 20個省市，其中億元以上項目 84
個，最大投資項目集中在產業園區和農
業綜合開發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招
大引強」特點鮮明。天水市市長楊維俊
致辭表示，天水是隴東南交通樞紐和區
域經濟文化中心，是絲綢之路重要節點
城市，也是國家規劃建設的關中—天水
經濟區核心城市，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和良好的投資潛力。
當日，天水市還向與會嘉賓重點推介

了符合當地產業特色、市場前景好、產
業鏈長的重點招商引資項目108項、總
投資1,015億元，涉及裝備製造、農業
產業化、文化旅遊、現代服務等7個門
類。斯洛伐克大王有限公司、蘇寧雲商
集團、華潤集團、盛達集團、寧夏奧德
電子公司、重慶建工集團、新疆廣匯公
司等出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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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央加強打擊貪腐，令奢侈
品銷售量每況愈下。韓國龍談及

有關話題時表示，這對企業而言是正
常現象，沒有太大影響。集團目前的
情況是高中低檔產品都有，其中高檔
產品的佔比為20%，中檔為30%，低
檔為50%。他強調，內地現時「經濟
好起來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
了」，對奢侈品有一定的購買力，且
集團可通過大力發展中檔產品，獲得
大量商機。

反貪為國產錶帶來新機遇
行政總裁商建光也表示，中央打擊
貪腐，對高價位的、以禮品為主的產
品影響確實比較大，但對集團擁有的
國產品牌「羅西尼」及「依波精
品」，反而帶來新機遇，因為集團在
內地市場競爭力較強，成本控制也比
較好，因此「這雖然是一個問題，但
更是一個機遇。只要能掌握好，將來

的商機會更好」。

產業鏈齊全品牌競爭力強
據商建光介紹，集團已形成集研

發、設計、生產、銷售為一體的大型
跨國企業集團。目前集團旗下擁有全
球著名手錶品牌「崑崙」、「綺年
華」及「勞特萊」等自有品牌，以及
中國內地著名手錶品牌「羅西尼」及
「依波精品」等。同時還擁有6家進口
手錶經銷企業、2家手錶零配件生產企
業和1家手錶機芯生產企業。集團銷售
網點遍佈全球，為此，集團在全球鐘
錶行業中具有顯著的地位。
他強調，集團品牌非常有競爭力，

且產業鏈齊全，下一步考慮如何將其
融合起來，在各個領域全面發展。又
稱，集團的目標是不斷做大做強，開
「百年老店」，快速聚集鐘錶方面的
人才，未來會繼續「走向世界、走向
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倪夢璟)中國輕紡城參展
香港時裝節，冀借港平台提升投資機會。中國輕紡城
建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壽璐敏表示，此次展覽是中國
輕紡城首次登港，希望吸引更多港商投資，加強兩地
紡織品貿易合作，推動輕紡城的產業轉型升級，將輕
紡城打造成為國際紡織製造、貿易及創意中心。

借港時裝秀走向國際舞台
壽璐敏指出，在浙江柯橋區，每年有5,000多境外

商參與他們舉辦的國際紡織品博覽會，其中日本、韓
國及台灣商戶都對其青睞有加，唯獨與香港合作機會
少，幾乎無港組團客戶。而現在正是「請進來」及
「走出去」的好時機，借助是次香港時裝秀，不僅可

以展現中國輕紡城不同的產品，擴大業務範圍，走向
國際舞台，更可以通過香港平台引進優秀的服裝、面
料設計師，吸引更多香港的客戶，提升專業品質。她
還指，未來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在香港開設中
國輕紡城辦事處，並希望能在柯橋國際紡博會引進香
港商戶，加強兩地合作。
另外，壽璐敏表示，中國輕紡城以面料銷售為

主，即使有服裝成品也只作樣品展示或提供給企業參
考，不會與服裝產業有正面競爭。

參展商：天然材料受歡迎
做絲麻製品的參展商季先生表示，客流量較多，

銷售不錯，天然材料很受客戶歡迎，境內及境外客戶
各佔一半，有部分展示品已被預定，對於未來銷售有
信心。另一位參展商李小姐則表示，希望日後可以在
信息管理方面加強。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者許桂
麗、張勇 青島
報道) 由清華大
學五道口金融學
院、青島高新區
和市金融辦聯合
主辦的青島市首
屆互聯網金融產
業發展論壇日前
在青島高新區舉
行，與會專家學
者圍繞「互聯網

金融產業助推青島財富管理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
和科技金融發展」這一主題，進行了研討交流。

落戶高新區擬投4.6億

青島互聯網金融產業園項目同時簽約落戶高新區，
項目計劃總投資4.6億元(人民幣，下同)，致力於引進
和培育互聯網金融企業，並建設互聯網金融研究院及
實驗室等。簽約儀式上，國內部分知名互聯網金融企
業與互聯網金融產業園達成了入駐意向。

京東推「打白條」業務
論壇上，京東集團副總裁趙國棟大膽推出「打白

條」業務，他提到，集團面向個人消費貸款推出「京
東白條」業務，通過對消費者的信用評估，白條用戶
最高可獲得15,000元信用額度，在京東購買商品，可
選擇最長30天延期付款，或者3至12個月分期付款等
兩種不同消費付款方式。
據了解，這是中國互聯網金融第一款面向個人用戶

的信用支付產品，也意味着京東正式涉足消費類互聯
網金融業務。

青島建互聯網金融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日前，深圳
碳排放權交易所成交額達1.0373億元人民幣，成為全國
首個總成交額突破億元大關的碳市場。深圳碳排放權交
易所是前海十大要素交易平台之一。2012年底，碳交所
申報的低碳金融公共交易平台項目順利獲得前海現代服
務業試點資金支持，進一步加快了市場建設的步伐，在
金融產品創新、個性化服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天津報道）知名電商企業
當當網的天津倉儲中心7月初正式啟用，主要覆蓋京津
冀、西北五省和港澳台地區的訂單，同時為全國其他地
區調配庫存。據介紹，當當網採用自建倉儲，配送與第
三方物流公司合作的模式，比自建快遞物流成本降低
30%。日前，當當網與申通、圓通、韻達等快遞公司簽
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深圳碳交所成交破億元

當當網啟新倉配貨覆蓋港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國海澱（0256）早前宣布更
名為「冠城鐘錶珠寶」，昨日舉辦正式更名後的開市儀式及酒
會，吸引到大批金融界人士出席。主席韓國龍表示，更名是希望
集團專心發展鐘錶珠寶業務，相信「中國人有自己做手錶、做珠
寶的空間」，有信心內地市場的商機會越來越多。

■冠城鐘錶珠寶主席韓國龍昨主持正式更名後的開市儀式。 張偉民攝

■天水市重點招商項目推介會暨重大項目簽約儀
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中國輕紡
城建設管理
委員會副主
任壽璐敏。

■■青島高新區工委書記青島高新區工委書記
陳飛致辭陳飛致辭。。 張勇攝張勇攝

中國輕紡城參展香港時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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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觀塘警區少年警訊會財務委員會主
席陳勇前等會長率領三十多名少年警訊會領袖
前往昂船洲參觀信德造船廠，在司徒宏副主席
及信德主管康宇嫻介紹下，得知全世界最快速
雙體船是由香港製造，而船廠的現代化先進的
設備也令少訊領袖大開眼界。
下午陳勇前等會長繼續帶領大家前往駐港部
隊石崗軍營觀，受到李建黨上校等駐軍官兵
熱情接待，並安排觀空軍團最先進直升機，
特種部隊救人和搏擊訓練，也參觀了駐軍士兵
艱苦撲素的生活環境，雙方互相分享了來自各
地子弟兵的不同生活習慣。 陳勇前更勉勵各

少訊領袖感謝國
家派駐優良軍隊
保護香港市民生
命財產，堅持愛
祖國和愛香港的
心，各團員對士
兵無私奉獻生命
和青春去保衛祖
國保衛香港表示
衷心感激。
隨團參觀還有陳更主席，鄭捷明、鄭建雄、

司徒宏副主席及陳勇威等。

駱昭塵主持 賓主互動氣氛融和

香港中華經濟發展促進會駱昭塵理事
長主持推介會，遼寧省農業對外經

濟技術合作中心范鴻凱副主任介紹《遼寧
省農業、優勢農產品相關情況》，遼寧省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處李黨生副處長介
紹香港《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遼寧
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處趙勇科長介紹
《遼寧地區出口食品原料基地備案、示範
區建設及品質安全控制體系情況》，港九
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知名糧油營運商李
廣林BBS及香港商界代表在會上商談加強
兩地合作，共創雙贏。
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李鷗副處長、

遠銅副處長與到會客商坦誠交流，共商合
作，賓主互動氣氛融和，致力協助內地優
質農產品進軍香港及海外。會後進行了優
質農產品品嚐活動。

兩地強強聯辦 共創雙贏
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ATPC)是農

業部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農業國內發展
和對外開放，積極應對加入世貿組織和經
濟全球化的挑戰，於2004年1月批准成立
的農業部直屬事業單位。主要職責包括：
承擔並參與WTO新一輪農業談判、
WTO有關農業專門談判、自由貿易區談
判以及其他有關貿易談判的技術支持工
作；參與農業貿易爭端解決和貿易政策審
議，承辦農業產業損害調查、反傾銷反補
貼調查，就啟動和實施WTO農業貿易救
濟措施、應對其他成員對我國起訴和調查
開展相關工作；負責農業貿易政策研究工
作，就農產品進出口稅率、關稅配額管理
等貿易政策和貿易體制改革問題提出調
整、改革建議；承擔農產品貿易促進工
作，對農業貿易促進進行行業管理，組織
實施境內外農產品貿易展會等貿促活動，

提供農產品對外行銷促銷公共服務；管理
和維護中國農業對外經貿網路，收集、分
析農業貿易資訊，建立和維護有關農業貿
易資料資料庫；承擔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
員會農業行業分會、中國國際商會農業行
業商會日常工作等。
香港中華經濟發展促進會(HKCEDA)由

工商、金融、財務、法律、教育、新聞等
多界別人士組成，以「愛國愛港、信息共
享、創新合作、共同發展」為宗旨，是促
進大中華地區華人、華僑、華商交流和經
濟創新發展的非牟利國際華商社團組織。
在中國香港、內地多個省市區、澳門、台
灣及世界多個國家設立分會，致力發展成
為大中華地區頗具規模和影響的商會之
一，目標任務是：一、搭建中國及海外企
業交流合作平台；二、協助政府招商引
資；三、增強企業與政府互動交流機制；
四、為優秀華人企業家舉辦國際經濟論
壇。歡迎閱覽該會網站www.hkceda.org。

由東區工商聯贊助聊城三所小學日前舉辦支
票捐贈儀式，東區工商聯由盧錦欽會長帶團到
山東聊城市參加。出席香港東區工商業聯會支
持聊城辦學議式的嘉賓有：香港東區工商聯盧
錦欽會長、林志堅常務副會長、顧問李鴻松，
會董李藝煌、黃端海、蘇進展等。聊城市市長
黃忠林、副市長張旋宇、公安局長任奎軍、市
秘書長馬駿、副秘書長魏天山等領導出席支
持。學校代表接受支票，對東區工商業聯會的
贊助表示感謝。
2013年香港東區工商業聯會一行33人考察
團，由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偉峰和東區區
議會主席黃建彬擔任榮譽顧問，赴國家歷史文化
名城－山東聊城進行考察訪問，並出席懇談會，
以期尋找商機，共創雙贏。
考察令東區工商業聯會與聊城市結下深厚友

誼，聊城市市長王忠林特於聯會年會召開前夕
發來賀電，表示東區工商業聯會是香港重要工
商業社團之一，1985年成立以來，秉承愛國愛
港宗旨，為促進與內地的工商業交流作了突出
貢獻。東區工商業聯會積極發揮橋樑作用，促
進聊城與香港之間的溝通，成為各界在聊城投
資的信息平台、服務平台、合作平台。東區工
商聯一如既往地關心聊城、支持聊城，推動更
多港商往聊城投資興業，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就
是由東區工商聯贊助人民幣150萬興建當地三
所小學。

東區工商業聯會贊助山東聊城三所小學

■東區工商業聯會贊助聊城辦學支票捐贈儀式

陳勇前率領觀塘少訊會參觀駐港部隊

■陳勇前主席(左一）、李
建黨上校(左二）、陳更主
席(左三）等人交換禮物。

優質農產品推介會在港舉辦
日前，由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主辦，香港中華經濟發

展促進會協辦的「優質農產品推介會」在香港喜來登酒店舉
辦。推介會邀請香港商會、農產品貿易商和批發商、新聞媒
體等主要負責人及代表參加，以多媒體演示、現場品嚐等方
式展示我國優質農產品，重點推介的產品包括遼寧省的蔬
菜、水果、菌類、大米、茶葉、酒類、蜂蜜、豆製品、飲料
添加劑及調味品、海鮮，浙江省的楊梅等加工製品及加工設
備等名牌優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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