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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 昆明
報道）第三屆南博會系列活動「文山
三七產業招商推介會」近日在雲南昆
明舉行，100家來自雲南省內外的企
業、商會共同出席。推介會上達成以
三七產業為主的7大項目簽約，總投
資額超155億元人民幣。
近年來，文山與香港合作不斷深

化，香港美泰集團在文山州硯山工業
園投產，香港漢城集團即將入駐文山
投資農畜產品開發，香港立興實業有
限公司董事長曾立品投資並成立雲南
三七科技公司，壯大文山三七產業實
力。
目前，香港已成為雲南外資最大來

源地，同時還是雲南農產品集散地和
消費終端，2014年，香港實際注入雲
南外資19.8億美元，佔雲南外資總量
73%。同時，香港成為雲南省農產品
出口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東盟。雲
南出口香港農產品數量達42萬餘噸，
種類43種，金額逾6.2萬美元。
為進一步借助香港金融、信息、商

貿物流中心平台吸引海內外客商投資
參與文山三七產業發展，文山州領導
表示或將於8月赴港參加香港美食博
覽暨國際現代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
藉雲南高原特色農業香港銷售平台推
廣文山三七。

前海首迎61港籍實習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2015
年前海港籍實習生暑期實習計劃日前正式啟動，
首批61名港籍實習生將在前海合作區的11家企業
內開展為期1個月的實習交流。
據介紹，2015年，前海管理局組織區內企業向

香港提供了700多個實習崗位。整個暑期，前海
將陸續迎來數批港籍實習生，為港籍實習生提供
廣闊的職業體驗平台，同時使更多的香港青年了
解、參與前海的開發建設。本次報名來深的61名
學生以金融、法律等行業為主，大家紛紛表示，
希望通過實習交流深入了解前海，同時也將以飽
滿的熱情投入前海開發建設的大浪潮中，為前海
的開發建設盡港人的一分力。

■■文山三七產品推介文山三七產品推介。。 芮田甜芮田甜 攝攝

■責任編輯：曹思遠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

南博會香港館 民眾
經典動漫公仔人氣高 港警樂隊表演受熱捧

第3屆中國—南亞博覽會（下稱「南博會」）於12日至16日在雲南

昆明舉行，今年南博會擴容一倍，香港館亦以1,152平方米特裝展區亮

相。館內「呆萌」的經典動漫角色雕塑和創意公仔、高科技的互動遊

戲，加上帥氣的香港警察樂隊表演，市民有看、有玩，簡直是「樂

嗨」（「嗨」即high）了。開館首日，香港館已吸引超過10萬人前來

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香港警察樂隊在南博會上為香港警察樂隊在南博會上為
大家演出大家演出。。 譚旻煦譚旻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2015寧波
世界華人華僑青年大會日前在寧波舉行，來自43個國
家和地區的近270名海外華僑華人傑出青年會聚一堂，
共敘鄉情友情，共商藉「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創業發展
之大計。
香港寧波同鄉會會長李本俊在會上表示，要傳承老一
輩「寧波幫」精神，繼續發揮各自才智，努力參與家鄉
建設。
據悉，此次大會以「相聚美麗寧波．共創美好生活」
為主題，圍繞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寧波「港口經濟
圈」建設，探討海外華僑華人如何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搭建華僑華人青年創業平台，共助華僑創業發展、共建
美麗寧波、共圓中國復興之夢。
參加會議的華僑華人包括在海外政治、經濟、文化、
科技等領域有影響、有作為的青年英才，海外寧波籍
「浙江省愛鄉楷模」、「寧波市榮譽市民」、海外「寧
波幫」著名人士的第二、三代，海外華僑華人回國創業
成功人士代表等。

國僑辦冀維護僑胞權益
國僑辦副主任譚天星在會上表示，2013年以來，連
續舉辦寧波世界華人華僑青年大會，為世界寧波籍青年
才俊感知家鄉、增進友誼、合作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
平台。他希望廣大華僑華人青年朋友分享機遇，主動融
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發揮資源優勢、積極參與支
持地方經濟建設發展、加強僑團建設、融通中外傳播

「中國聲音」、敢於擔當作為、切實維護海外僑胞合法
權益。
著名鄉賢李達三之孫李本俊在會上表示，要傳承老一

輩「寧波幫」精神，繼續發揮各自才智，努力參與家鄉
建設。香港環球教育集團總裁、寧波市海外青年英才聯
誼會會長蘇文駿宣讀了《致海外華僑華人青年創業創新
倡議書》，呼籲廣大華僑華人青年凝心聚力，心繫家
鄉，發揮「橋樑與紐帶」作用。
李本俊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華僑青年都

在外面成長，但回到家鄉還是有很深的親切感，「希望
有機會可以在寧波開一家酒店。」

作為著名 「寧波幫」代表人物包玉剛的外孫，蘇文
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最欽佩的便是外祖父的開
拓精神，目前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一些公益和教育事業
上，2007年，他在上海創辦包玉剛實驗學校。
蘇文駿表示，身為華僑應該發揮自身的紐帶作用，讓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理念在各方傳遞，而在他看來，
戰略傳播者應具有跨文化溝通的能力，並且這能力需要
從小培養。
會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10個華僑華人社團

被授牌「寧波市僑務工作海外工作站」，海歸精英創辦
的「寧波市英才匯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揭牌並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生 宗露寧、張文竹 成都報
道）「港川5+5交『職』結對」出征儀式日前在四川
長江職業學院舉行，來自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明愛專
上學院、香港恆生管理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
院、香港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5所高校的70名在校
大學生，將在四川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實習考察。同
時，來自四川5所高校的75名學生，也將於6月22日
來港實習。

港川10院校結對
今年6月起，「港川5+5交『職』結對」計劃正式啟

動。在出征儀式上，香港駐成都經貿辦事處、四川省人
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四川省委統戰部、四川省教育
廳等相關部門的見證下，香港公開大學、香港高等科技
學院領導為四川建築職業技術學院、四川工商職業技術
學院、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四川財經職業學院、成
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五位團長授出征旗，香港樹德教育
集團董事長韓瑾為15位正副團長頒發聘書。

據悉，此次赴川的70名港生被分別派往成都銀行、
《四川經濟日報》等對口單位實習。活動期間，港生
將前往都江堰、三星堆等文化名勝參觀遊覽，感受博
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成都人很熱情，不管是在職場上還是生活中，都

得到他們很多的幫助和照顧。」香港恆生管理學院二
年級生陳姍姍說，印象最
深的是擠巴士，像普通的
成都上班族一樣，體驗了
真實的成都生活。曾兩次
赴川實習的香港明愛專上
學院學生陳子龍則表示，
通過交流實習真切感受到
香港和成都的差異：香港
節奏太快，而成都十分悠
閒；成都的學校硬件好、
空間大，香港的學校則顯
得十分擁擠。

7070港生赴川實習港生赴川實習11個月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古報道）第二屆呼和浩特國際珠寶玉石展日前
於內蒙古國際會展中心舉辦，包括2家港企的300多
個珠寶商參展。同時，內蒙古權威珠寶鑒定機構專
家也攜帶先進的檢測儀器在現場免費為消費者鑒
定、諮詢服務。
翠賢堂香港珠寶集團的高級鑒定師王明介紹，該

店出售的翡翠來自緬甸，價格在35萬元（人民幣，
下同）至60萬元之間。
香港BESTIE珠寶設計師及創始人宋景暄介紹，

這是第三次來內蒙古，感覺呼和浩特變化很大，希
望發展更多的合作夥伴。他還介紹，該品牌的產品
價格可以滿足年輕女性的消費需求，而且產品是以
作坊式手工生產的，以珍珠為主要配飾材料，採用
不同材質金屬搭配，能夠凸顯珍珠給人帶來的高貴
品質。香港亞太國際貿易展覽集團投資公司項目經
理李巖說：「我個人希望明年再來舉辦珠寶活動，
能夠為消費者們普及珠寶知識。我們在哈爾濱搞了
一個珠寶玉石產業園區，更希望通過年年舉辦珠寶
展來推動內蒙古珠寶玉石產業的發展。」

270僑青寧波探「一帶一路」商機

2港企參與呼和浩特珠寶玉石展

■■香港寧波同鄉會代表與寧波市僑辦代表等合影留念香港寧波同鄉會代表與寧波市僑辦代表等合影留念。。 周方怡周方怡 攝攝

■■港川學生合製港川學生合製「「雙絞雙絞
線線」。」。 張文竹張文竹 攝攝

此次南博會香港展區位於4號館，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下稱「駐粵辦」）與香

港貿易發展局共同搭建，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和香港交易所亦積極參與。帶着孩子的年輕
父母、打扮時尚的潮男潮女，都爭相與展區內的香港
經典動漫人物雕塑合影。

入選最值得逛場館
香港警察樂隊在香港館有表演的消息，無疑最為吸
引觀眾，王小姐是香港影視作品迷，深深被香港警察
的風采所吸引。香港警察樂隊在香港館裡的第一場表
演她就到場觀看了，只是沒想到人太多，「至少突破
三層人群，我才見到他們啊。」王小姐激動地說。
因為場景的火爆和亮點的突出，香港館被當地媒體
推薦為最值得逛的場館，推薦理由是：香港館內頗有
童趣，有一大堆巨型漫畫萌物雕塑助陣；同時在南博
會期間，香港警察樂隊每天在現場表演風笛、鼓、銀
樂混合演奏（每日三次）。與香港館共同入選的是高
大上無人機展區、探月工程展區以及前兩屆就火爆異
常的台灣館和韓國館。
隨着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的增多，近年來，香港警

察樂隊到內地演出的次數和機會也在增多，警察樂隊
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受到觀眾的寵愛，對此年輕的樂手
們亦很享受。
領隊香港警察樂隊音樂總監梁寶根警司介紹，此次
到昆明演出的樂隊成員共11人，自1997年以後，我們
和內地的很多樂隊有很多交流、合作，北京、南京、
福建、長春等城市的演出都非常成功，而昆明是第二
次來，上一次是1999年世博會。這一次受場地限制，
雖然只來了11個成員，但樂隊帶來的都是經典的樂曲
表演。

風笛版《小蘋果》獲好評
在昆明舉辦的南博會上，《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經
典樂曲是樂隊的常規演奏，已讓觀眾拍手叫好，而當
風笛版的《小蘋果》響起時，真正點燃了現場的熱
情。觀眾「嗨」，樂手們也跟着節拍「嗨」起來。

演出結束後，記者與樂隊的成員們閒聊，他們說現
在到內地演出的機會比到國外多，他們都很喜歡內
地，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很喜歡去了解一下當地的
風土人情，說着數起了在昆明吃到的東西：臭豆腐、
八寶飯、乾焙洋芋絲，居然說最難忘的是辣椒的香
味。接着就開始向記者打聽哪裡可以吃到正宗的小
吃，最後還告訴記者，這兩天最大的願望是可以買到
一條泳褲，好讓他們能在酒店游個泳。
梁寶根說，這群樂手下台以後都是非常調皮的。他

說，這些年多了內地演出交流的機會，這樣也能讓香
港警察樂隊更加多元化，讓觀眾和樂隊成員都找到不
同的感覺，這樣交流非常好。

樂嗨

鄧家禧鄧家禧：：
港作港作「「超級聯繫人超級聯繫人」」
助滇助滇「「走出去走出去」」
駐粵辦此次在香港館內做了主題為「見．識香港」的主題

展覽，駐粵辦主任鄧家禧向記者表示：「展覽旨在讓昆明民
眾全面認識和了解香港、介紹香港機構在內地的公益服務，
從而增進兩地民眾的認識。」同時，亦是配合中央政府「一
帶一路」策略，宣傳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他說，香港和雲南的合作前景廣闊，在雲南推動「一帶一

路」發展中，香港可以擔當投資者、中介者和支援者的角
色，尤其是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貿易、航運和旅遊等方
面，配合雲南貫徹落實「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發展
策略。
鄧家禧表示，香港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
是國際商界開拓亞太
區業務的熱門基地，
也是內地企業拓展海
外市場及「走出去」
的最佳平台。「我們
鼓勵雲南企業在香港
設點和融資，汲取世
界頂尖企業在香港成
功發展的經驗，在國
際 舞 台 上 大 展 鴻
圖。」他說。■■南博會香港館上展出的創意公仔。 譚旻煦 攝 ■鄧家禧 譚旻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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