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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財經

第四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專輯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常務副省長江澤林：

陝金融業生機勃勃 冀與港深度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熊

曉芳報道）第四屆陝粵港澳經濟合
作活動周昨日在港拉開帷幕，在首
先舉行的「陝港金融投資服務業合
作交流懇談會」上，陝西省委常
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江澤林表
示，近年來陝西社會經濟的良好發
展，為金融業提供了較好的宏觀經
濟環境，陝西金融業呈現出生機勃
勃的發展態勢，希望香港的金融業
能夠到陝西去發展，促進兩地在金
融業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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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的「陝港金融投資服務業合作交流
懇談會」吸引了包括亞洲金融集團主
席董事長陳有慶、香港交易所內地業務發展
副總裁鍾創新、中銀國際控股行政總裁李
彤、香港新昌營造集團董事局主席王英偉等
眾多嘉賓出席。陝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張光
進、陝西省商務廳廳長姚超英、陝西西咸新
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王軍、陝西省金融工作
辦公室副主任李忠民及陝西企業家代表亦出
席會議，並與現場的香港企業家代表進行了
對接。

陝西金融資產近三年增 35%
江澤林在致辭中表示，陝西區位優勢明

顯，各類資源富集，科教實力強，歷史悠
久、文化燦爛。近年來，陝西社會經濟發展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發展態勢，「十二五」的
前三年，陝西人均 GDP 增長 12.6%，城鄉
居民收入增長兩位數，財政收入增長20%以
上。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為金融業創造
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近三年來，在經濟
下行的壓力下，陝西金融資產增長醒目，達
到36,000多億元人民幣，增長了35%，金融
業附加值也以兩位數在增加，陝西金融業呈

現出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

絲綢之路起點帶來龐大商機
江澤林同時亦表示，在習近平主席提出建
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偉大戰略構想之後，作
為絲綢之路的起點，同時也是習主席的家
鄉，陝西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正
在着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要把陝
西建設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新高地。陝西目
前良好的發展機遇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陝港金融投資服務業合作交流懇談會吸引眾多香港金融名流參加。
給了企業家們一個很好的發展舞台，希望香
港的金融企業能夠到陝西去發展，陝港在金
融領域能進一步加強合作。

陳有慶：西部地區融資需求巨
亞洲金融集團董事長陳有慶在懇談會上表
示，自己曾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初期
參觀過陝西，對中國西部地區巨大的融資需
求有深刻的體會。香港作為亞洲的服務業中
心和金融樞紐，近幾年也遇到了在本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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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發展的瓶頸，所以金融機構在內地投資
興業已經成為趨勢。在金融投資業，香港擁
有國際一流的金融投資機構、先進的發展理
念、雄厚的資本儲備和專業的人才優勢。國
際金融機構也可以通過香港這個國際化的平
台，看到內地、看到陝西西咸新區的發展。
希望港商可以在本次金融投資懇談會中找到
商機，抓住機遇，開拓創新，讓香港的金融
機構能夠更多的參與到陝西建設中來。

陝港澳合拓世界級旅遊品牌

陝港啟動電商合作平台

■陝西省副省長王莉霞（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助理總裁張淑芬
（右）共同主持香港貿發局《陝西專區》啟動儀式。
胡秦玉 攝
■陝西省副省長王莉霞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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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艷妮 報道）「陝港互
為重要的旅遊客源地和目的地，陝西冀加強與港
澳等地區合作，聯手打造世界級精品旅遊線路和
旅遊產品。」在昨日(19 日)舉行的「第四屆陝粵港
澳經濟合作活動周－ 陝西文化旅遊產品推介洽談
會」上，陝西省副省長王莉霞向現場近兩百位香
港文化旅遊界人士熱情地發出合作邀請。

文化旅遊成陝經濟新支柱產業
依托厚重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近年
來陝西文化旅遊產業得到快速發展，2013 年陝西
旅遊業收入 2,135 億元(人民幣，下同)，文化旅遊
產業已成為全省經濟發展新的支柱產業。特別是
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以來，陝西與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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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線9個國家共同發佈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西安宣言》，開通了大阪、釜山、莫斯科、巴
黎、赫爾辛基、西雅圖等 27 條國際航線，再加上
去年6月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成功，陝西文化旅
遊產業進入持續發展的新階段。
王莉霞在大會致辭時表示，近年來陝港在文化旅
遊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特別是陝港互為重要的旅
遊客源地和目的地，隨着「一帶一路」戰略深入推
進，陝港文化旅遊產業合作領域、合作前景將更加
美好。她同時亦希望能聯手港澳旅遊界及「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省區市，培育絲綢之路旅遊品牌，
打造世界級精品旅遊線路和旅遊產品。

望「港生」通過旅遊了解歷史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認為，陝西歷史

文化底蘊深厚，香港旅行社應多做「遊學團」，
讓更多的「港生」通過旅遊了解陝西，了解歷
史，這樣也可以帶動更多香港人到陝西旅遊。他
坦言，自己每次到陝西都感覺時間不夠用，陝西
獨特的旅遊資源對香港遊客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董耀中表示，陝港兩地應繼續擴大旅遊文化交流
合作，達成雙贏局面。

洽談會推 130 項目涉投資 1508 億
據了解，本次洽談會，陝西省共推出了130個針
對性強、對優勢產業帶動明顯的對外合作項目，項
目總投資1,508.24億元。會後，陝西旅遊集團旗下
陝西白鹿原旅遊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與路迪（廈門）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就「旅遊房車基地」項目落戶白
鹿原旅遊文化產業基地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陝西省商務廳廳長姚超英致辭。

邀港共建絲路經濟帶能源金融中心

西咸新區產業聚集效應顯現
西咸新區絲路經濟帶能源金融貿易區位於西咸新

區中心位置的灃渭河交匯處，緊鄰全國八大樞紐機
場之一的西安咸陽國際機場，2 小時航程可覆蓋全
國 70%的區域和 85%的經濟資源。貿易區成立不到
一年時間，與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等 7 家金融機構
授信金額超過 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已有陝西有色
金屬交易中心等一批項目落戶，投資逾百億元；農
發行西咸分行、秦農銀行、北方國際化工能源交易
所、開利星空汽車產業園、奧特萊斯藝術廣場等一
批項目即將入駐；中國與新加坡合作的第三個國家
級項目——中新現代互聯互通產業園有望落戶，產
業聚集效應已經顯現。能源金融貿易區周邊大型產
業園區密佈，毗鄰國家統籌科技資源示範區、國家
大數據產業園、國家航空城實驗區、產業配套資源
豐富，產業發展條件良好。
徐軍前表示，陝西是資源大省，油氣當量位於全
國第一，煤炭儲量位居全國第三，且連通新疆、寧
夏、甘肅、山西等資源大省，是我國西氣東輸、西
電東送、南水北調及北煤南運四大「跨區域資源調
配工程」的重要省份，能源資源支撐優勢不可多
得。依托這些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將構建以能源
交易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促進能源開發和金融創新
有機融合，努力把西咸新區絲路經濟帶能源金融貿
易區打造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與歐亞各國
能源合作的核心區、金融合作的經貿平台和互聯互
通的經濟激活點。建成關中城市群的核心區、西部
能源信息交流平台、絲路經濟帶能源及礦產資源交
易中心和商貿金融經濟中心。

西安進入跨境電商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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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活動周陝港
金融投資服務業合作交流懇談會上，西咸集團副總
經理、西咸城投集團董事長徐軍前力邀港企北上共
謀能源金融發展大計。
他介紹說，西咸新區能源、科技優勢突出，為促
進能源金融業發展，陝西省委、省政府已決定把能
源、金融企業的增量部分都放到西咸新區。隨着陝
西有色金屬交易所、中外錢幣交易中心等一批項目
落戶，西咸新區能源金融中心未來會形成一個產業
鏈，希望能聚集更多企業。他強調，特別需要香港
金融業發達企業去西咸新區發展，共同促進陝西能
源金融產業發展。

■西安國際港務區管委會主任楊明
瑞。
胡秦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曉燕、
胡秦玉 報道）西安國際港務區管
委會主任楊明瑞在推介會上表示，
今年 10 月 28 日，國家口岸管理辦
公室批准位於西安國際港務區內的
鐵路車站作為臨時口岸對外開放，
成為中國西部內陸地區繼重慶、成
都之後第三個獲批對外開放的鐵路
口岸。下一步，陝西還有望獲批進
口肉類和糧食兩大指定口岸，「西
安港」的港口功能將更加完善。目
前，西安綜合保稅區 5 萬平方米的
雙層立體跨境電商專用保稅倉庫、
2.7 萬平方米寫字樓以及 1 萬平方米
的跨境電商線下體驗展示區已投入
使用。10月28日，西安跨境貿易電
子商務平台正式上線運營，標誌着
西安進入跨境電子商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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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曉燕、胡秦玉 報道）在
昨日舉行的「陝港電子商務合作啟動儀式暨企業推介
交流會」上，陝西省副省長王莉霞與香港貿發局助理
總裁張淑芬在陝港兩地主禮嘉賓見證下，共同主持了
香港貿發局《陝西專區》啟動儀式。隨後，陝港兩地
電商企業界代表現場介紹了如何善用貿發網站拓展海
外市場、開展跨境電子商務合作等經驗與案例。
本次會議由陝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張小寧主持，陝西
省商務廳廳長姚超英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刊物及電子商
貿總監尹淑貞分別致辭。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榮
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盧文端、霍英東基金會董事
霍震宇、香港電子商貿協會會長余修賢等200餘人出席
了會議。

去年陝電商交易額達 1800 億

姚超英在致辭時表示，電子商務已成為企業開拓市
場、降低成本的新渠道，2013 年陝西電子商務交易
額達到 1,8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5.6%，相
當於當年陝西省生產總值的 11.2%。網絡零售市場規
模達 335 億元，同比增長 38%，相當於陝西省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的 6.8%。跨境貿易電子商務也已成為
陝西省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貿發網將設立《陝西專區》
為借助香港貿發局電子商務平台，擴大陝西企業及當地產品國
際市場影響力。按照陝西省商務廳與香港貿發局簽署的務實合作
協議書，香港貿發局在貿發網設立《陝西專區》，重點介紹陝西
省情和重點產業發展情況，同時出版 2000 冊香港貿易發展局刊物
《陝西特刊》予以宣傳推介，對陝西省外貿進行整體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