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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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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打造中德高端裝備園
將形成四大產業簇群 突顯德國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肩負承接中德兩國製造業深度合

作、打造世界級裝備製造業集聚區的國家使命，早在 2012 年已獲商務部批
覆設立的中德（瀋陽）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園區日前在遼寧省瀋陽市發佈規
劃，並將於年內初見地理形象。未來，這一中國製造 2025 與德國工業 4.0
合作試驗區將在核心區形成智能製造、先進機械製造、汽車製造和工業服
務四大產業簇群，突顯德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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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
園區建設將創新採用
目前，瀋陽鐵西區已與中冶集

團、華夏幸福基業等企業合作，將投
26 億元（人民幣，下同）打造園區
地下管廊工程。
坐落在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中德
裝備製造產業園，總規劃面積為48平
方公里，核心區20平方公里、起步區
10 平方公里。依托寶馬瀋陽鐵西工
廠，起步區將適時啟動規劃設計德國
中心、中德企業創新大廈、德國中小
企業孵化中心等具有實用功能的建築
地標。到2025年，園區將整體建成集
研發、設計、生產、服務於一體的國
際級裝備製造產業集聚區，引領中國
智能製造在法律規範、行業標準、技
術研發、軟件、工程技術、機電一體
化等領域達到國際一流水平。

貿易和投資領域，創新合作日益成為
雙方未來合作的主線和趨勢。他指
出，中德開展智能製造合作將有利於
實現兩大結合。
一方面，兩國不同產業優勢的結
合將共同提升競爭力，德國先進製造
業實力雄厚，工業 4.0 風靡全球，而
中國在信息、通訊和互聯網擁有世界
先進的企業和技術，雙方不同產業的
跨界合作將有利於兩國佔據智能製造
制高點；另一方面，有利於中國資本
市場與德國技術理念的相結合，未來
中國將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這個擁
有巨大潛力的市場將為德國先進解決
方案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時，德國工
業 4.0 也需要嫁接中國元素，並與中
國製造共同發展，才有利於形成全球
認可的標準化模式。

跨界合作利佔制高點
在 12 日於瀋陽舉辦的「德國企業
瀋陽行暨中德智能製造創新論壇」
上，規劃甫一發佈便引起熱議。商務
部歐洲司副司長翟謙出席當天中德智
能製造圓桌會議時表示，中德經貿關
係作為中德雙邊關係的壓艙石和中歐
經貿關係的領頭羊，正在超越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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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

姚引良任陝西省政府黨組副書記

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
西省延安市委近日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宣
佈姚引良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副
書記，免去其中共延安市委書記職務。同時，
中共中央批准徐新榮任陝西省委常委、延安市
委書記。
公開資料顯示，姚引良，男，漢族，1956年7月
生，陝西戶縣人，在職研究生學歷，工學碩士，
管理學博士，教授。歷任陝西省寶雞市市長、市
委書記，陝西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楊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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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作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
區的福建，近日正式發起設立「海上
絲綢之路 618 產業投資基金」(簡稱，
618 基金)，該基金首期規模 1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初始資本6億元。
在日前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海峽項
目成果交易會「海上絲綢之路投資合作
論壇」上，該基金由福建省招標採購集
團有限公司發起設立，相關方面表示，
在政府引導下預期近年內基金將吸引社
會 資 本 500 億 元 。
談及基金的運作方向，618 基金相關負責
人表示，該基金將充分發揮福建的優勢，積
極促進中國企業到東南亞、西亞、北非、南
歐的互聯互通，在對台經貿交流方面發揮更
重要的作用。
據悉，618 基金在運行中強調「市場化、
國際化、專業化」方向，採用持續性、全鏈
條模式共同孵化、投資、培育高科技、創新
型項目，並積極鼓勵社會資本參與。
此次論壇亦達成了新佈雷頓森林體系
委員會與海上絲綢之路投資基金建立戰
略夥伴關係，參與共建海上絲綢之路全
球 新 型 智 庫 、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銀 行 ( 籌) 和
海上絲綢之路多邊合作組織等成果。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長馬克． 烏
然在會間表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已在世界
各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中國推動金磚國家
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綢之
路基金，使中國在全球構建新金融體系中的
角色更為國際化」。

■責任編輯：馬 聰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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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設海絲產業投資基金 首期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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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管委
會主任(兼)，陝西省委常委、
延安市委書記。中共十七大
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
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徐新榮，男，漢族，1962 ■姚引良
本報西安傳真
年 4 月生，陝西乾縣人。曾
任中共咸陽市委常委、咸陽市委副書記，中共
渭南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2013
年起任渭南市委書記。

山東

首批外部董事入選人才庫
或派駐社保基金持股國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日前，山
東省國資委組織有關專家對省屬國有企業外部董事候
選人人才庫進行評審，來自國內外的 111 人經評審委
員會評審後成為外部董事人才庫首批人才，未來或派
駐山東省社保基金持股國企。
今年 3 月，山東省政府在內地首創省屬企業 30%國
有資本劃轉省社保基金方案，目前已完成18家省屬國
企 180 億元人民幣資金劃轉。為此，山東省國資委和
社保基金理事會將根據股權比例委派外部董事，並引
入獨立董事制度。經測算，此次共需外部董事、獨立

董事60人左右，均從外部董事人才庫中進行遴選。
此次評審的外部董事人才庫，共獲取外部董事人才
信息 1,090 條，其中 403 人通過資格審查，專家評審
後產生的 111 名入庫人選，涉及財務審計、法律事
務、資本運作與投融資、企業經營管理四個方向。
山東省國資委黨委副書記時民表示，外部董事人才庫
以更加開放、公平的方式選聘人才，擴大了用人視野，
一定程度解決了省屬企業用人單位外部董事人選不足、
質量不高等問題，將進一步提高企業決策和治理水平，
為省屬企業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上海裝置藝術展亮相地鐵站

昨日，「一萬種可勁造」裝置藝術展亮相上海地鐵站。此次展出的 8 件裝置藝術作品均出自中外青年之手。
這些創作者在網上購買各種原材料和工具，通過自己的想像力進行創作、拼裝、搭建而成，主辦方旨在通過這
種方式鼓勵青年發揮「可勁造」的探索和創新精神。圖為一位觀眾在觀看裝置藝術「唇語」。
■新華社

2015 國際通用航空博覽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北京報道）
2015北京國際通用航空博覽會19日在北京通用
航空產業基地（平谷）開幕。來自新西蘭的P750飛機、瑞
士的PC6飛機、意大利的P2002飛機和俄羅斯KA32直升
機、德國雲舞者II直升機等多種通航機型實機展出。據了
解，這是北京首次舉辦通用航空主題的博覽會。

北京

惠州雲博會將於 11 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 惠州報道）
第四屆中國（惠州）物聯網．雲計算技術應
用博覽會（以下簡稱「雲博會」）新聞發佈會近日在廣
東惠州舉行。
記者從會上獲悉，惠州市人民政府、廣東省經濟和信
息化委員會、廣東省科技廳定於今年11 月 1 日至11 月 3

廣東

據環評公示顯示，長江上游干流四川段防洪治理工程
涉及宜賓市、瀘州市、廣安市和甘孜州 4 個市州，工程
區域分佈在長江、金沙江、定曲河、巴楚河、橫江、岷
江、永寧河、赤水河、御臨河等長江干支流，整治岸線
總長約95.2km，總投資近40億元人民幣。

再次開啟中哈酒類出口貿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疆報道）近
日，帶着俄文商標注解的新疆烏蘇啤酒完成
出口檢疫，不久後，首批17,550瓶啤酒將通過巴克圖口
岸進入哈薩克斯坦，這也標誌着中哈兩國塵封20年的酒

新疆

日在惠州會展中心舉辦第四屆雲博會。雲博會將以「智
慧創造未來」為主題，全方位展示國內外物聯網、雲計
算、大數據、智能製造、「兩化」融合最新產品及技術
服務。同時，由惠州市政府、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 2015 中國手
機創新周活動也將與雲博會同期舉辦。

長江上游防洪治理擬投 40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實習生 劉亮
荀 成都報道）記者從四川省水利廳獲悉，
《長江上游干流四川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
已通過水利部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複審，意味着這項
整治工程即將進入立項實施階段。

四川

據北京通用航空產業基地負責人介紹，基地已集聚通
航上下游各類企業 50 餘家，主要從事運營、銷售、維
修、培訓、金融服務等業務，基地所轄平谷石佛寺機場
於 2014 年底獲批，建有跑道 1,000 米，空域總計 300 平
方公里，華北地區低空安全監控指揮中心落戶於此，目
前已有多家通航公司駐場運營。

類出口貿易業務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再次開啟。
據新疆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介紹，這次檢驗採取「即
報即放」檢驗放行模式，即企業一旦報檢，隨即出具放
行單證，實現企業出口貨物「零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