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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使者」搭橋閩港
利外資流入內地 助港商深耕市場

廣西鹿寨將開通粵港澳旅遊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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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聯繫人」推更優質服務

感恩家人多年陪伴
羅煥釗選擇健身的目的之一就是緩解工作壓力，「因

為每個人每天都需要心跳和流汗」，但他亦笑言，其實
自己的抗壓能力很強。羅煥釗一直很享受在閒暇之餘運
動到大汗淋漓的暢快感，既找到釋放壓力的最佳途徑，
同時，工作上的新創意經常就在他揮汗如雨時「靈光乍
現」。
在外派十餘載的時光裡，讓羅煥釗覺得對於內心最大

的幫助，除了信仰的力量之外就是家人的點滴陪伴。記
者在羅煥釗辦公桌看到一張溫馨的全家福，羅煥釗告訴
本報記者，孩子們除了在香港出生待過一兩年外，其餘
時間都是跟着他各地跑。

港設計師冀挽救內地老品牌

羅煥釗是一個感性的人，將工作作
為一種活力與興趣展現的平台。

他敏於發掘，執着於在香港經濟的發
展進程中挖掘更多合作點；他樂見分
享，無論在中東，還是在福建，他都
能在幫助香港經濟向外拓展的同時，
展現不一樣的「雙贏」活力。

曾接待前特首訪問團
2009年赴福建履新之前，羅煥釗出

任香港貿發局駐中東地區副代表，主
要負責跟進與協調香港同中東地區15
個國家的貿易往來。「三年外派工作
正是迪拜經濟最繁榮的時期，當時我
在中東接的兩個比較大型的代表團就
是2007年時任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馬時亨率隊的經貿代表團，2008
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
的商界高層訪問團。」
「中東資金充裕，有興趣投資亞洲

及中國內地市場，香港亦憑藉金融服
務等優勢吸引相關資金通過香港投資
內地。」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格局
中，羅煥釗感受到合作與對接，就像
河流與河流的匯合一樣，充滿着生機
與氣勢，而且會越走越寬闊。因為有
之前在武漢工作的豐富經驗，2009
年，羅煥釗到福建後馬上就進入了工
作狀態，每日列出詳細的計劃表，熟
悉環境、走訪港企、拜會此間領導、
考察項目等。使者身份與使命在身，
激發出他更多的工作熱情。
光陰荏苒，經過逾6年的辛勤經營，
香港貿發局福建代表處碩果纍纍，香
港已經成為福建引進外資最主要的來
源地，截至2013年底，福建累計引進
港資項目24,831項，累計實際利用港
資 634.69 億美元。而今年，香港書
展、香港美食展、香港鐘錶展等，福

建都有很大的參與度；在今年下半
年，香港將組織經貿代表團考察福建
自貿區，金融、會計、法律、航運物
流、市場推廣等領域的人士參團。

開啟便利投資之「門」
「貿發局駐內地的代表處一方面要

將香港的優質企業、品牌引入內地市
場，另一方面也為內地企業、政府赴
港尋找商機做出努力，在這過程當
中，需要考量到參與各方的角色，承
擔我們需要承擔的責任。」多年的工
作經驗告訴他，與內地合作夥伴難免
會出現意見相左甚至是分歧較大的情
況，此時最忌諱的便是將自己的想法
強加給對方。「只要大家是朝着同一
個目標前進，多數時候總能協調出好
的解決方法。」
在羅煥釗看來，能夠讓他內心得到

滿足的就是和「客戶」共同協作取得
的點滴成就。「幫助港商開拓福建市
場，並且持續跟進服務，這也是我的
工作使命之一。」
2008年，全球最大規模的房地產招

商綜合服務運營商之一戴德梁行在福建
廈門設點，業務範圍包括為環球企業及
投資者提供綜合性房地產服務。「但是
在過去4年間，戴德梁行申請正式相關
牌照都沒有成功。後來經過我們介紹協
調，最後經福建省住建廳相關審批過關
獲得牌照。」羅煥釗如是說。
「因為對企業利益而言是比較實在

的，所以戴德梁行還特意發了一個感
謝函對我們工作予以肯定。」羅煥釗
感受到與「客戶」共同前行的喜悅，
他告訴本報記者，「不管是戴德梁行
亦或其他，我們很開心他們是通過貿
發局『開門』，打開此間高層次的進
一步接觸。」

羅煥釗的工作履歷簡單明了，1997年入職香港貿發局，出任過

貿發局駐中東地區副代表，現任貿發局駐福建首席代表。從事

推廣香港對外貿易工作18年，使得他對香港經濟與其他區域的聯

動，有着更多的理解。他認為，作為貿發局的外派機構，不僅有

「使者」的身份，還有推動香港繁榮致富的使命。因此，對話、

服務和互動只是一種形式，最本質的還是要推動香港經濟與相關

區域更多、更深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羅煥釗定期都要去位於福州上街沙堤村的隱
惠園探訪，每每都會被孩子們的天真無邪所吸
引，「幫助別人的同時亦能讓自己快樂」。據
介紹，這家名為「隱惠園」的殘障兒童之家收
養的殘障孩子均來自福利機構。談及自己和隱
惠園的「慈善之緣」，羅煥釗對記者回憶起背
後的故事。
據介紹，6年前，香港聖保羅醫院通過貿發局
福建代表處和福建省港澳辦協調聯繫，赴福州
考察當地醫療需求，並希望能夠提供一定的慈
善救助。「當時香港聖保羅醫院的院長告訴
我，院裡從福州走出去的百歲修女還健在，抑
或是尋根之旅，所以她們選擇了福州。」
香港聖保羅醫院選擇隱惠園並提供捐助，隱

惠園由原來的3層樓加建到現在的5層樓，能夠
多容納20個孩子。「如今，彼此仍保持緊密的
聯繫，香港駐榕辦事機構、醫療團隊等亦不定
期提供幫助。」
正因為有前期的互動，羅煥釗透露，香港聖

保羅醫院或考慮在福建省設立星級的養老院。
「我們也在關注這個事情的進展情況。」他堅
定地認為，除了經貿文化之外，閩港還有很多
可以合作的地方。「幫助港人更融入了解內地
的需要，做到兼收並蓄。團結閩港兩地心，我
們也會樂觀其成。」

位於福州環球廣場21樓的代表
處辦公室，是羅煥釗平日裡主要
的工作和會客場所。從臨街的辦
公室往下眺望，五四路街景盡收
眼底。「福建的基礎設施這幾年
變化很大。」不僅如此，內地的
「政策高地」，是福建留給羅煥
釗的最新印象。
自貿試驗區與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核心區的雙機遇，都令當下
的閩港合作交流，具有別樣的時
代色彩。羅煥釗認為，在新的發
展背景下，香港作為福建改革開放的
「超級聯繫人」角色，亦有更深的內
涵。
羅煥釗介紹說，香港貿發局研究部

對自貿區總體建設保持高度密切的關
注，福建代表處亦會收集信息及時向
上通報福建相關新政發布。「我們會

按照不同行業的不同側重點規劃，希
望可以配合國家發展不同戰略政策來
做，同時，目前我們也在研究『十三
五』規劃，看看有沒有什麼好的商業
機會。除了服務港商外，亦可以把香
港的優質服務平台推廣給內地的民
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香港大學生
考察團近日到浙江大學進行訪問交流，浙江大學發展
委員會主席張浚生通過介紹內地高等教育發展狀況，
寄語香港大學生了解國家歷史和現狀，樹立報效國家
的理想。據了解，此次香港大學生考察團由11所香港
大專院校的65位大學生組成，他們在浙江展開了為期
一周的交流訪問活動，其中包括遊覽西湖、參觀訪問
浙江大學、在杭開展義工服務活動等。
交流中，張浚生向香港學生們介紹了中國新式教育
的發展背景。他談到，中華文化有五千年歷史，其中
並無中斷，這在世界上是非常難得的。但是到了明朝
中葉，中國漸漸落後了，1840年鴉片戰爭後戰敗後，
中國開始了割地賠款屈辱的近代史，這同時也刺激着
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興起。
「目前中國經濟總量達到全世界第二位，其中中國
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功不可沒。」張浚生坦言，希望
同學們正面地、正確地了解國家歷史和現狀，奮發努
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香港科技大學大三學生施白儀感慨地說，內地在高
等教育創新發展方面確實作出許多努力，希望在中
學、小學的教育體制改革方面也能取得重大突破。香
港理工大學學生鄧志豪則表示：「通過這次訪問讓我
感受到一個學校的建立其實是需要很多人作出貢獻，
我們平常要多學習歷史，它教會我們如何去思考。」

港胞設國際交流基金
在浙江大學訪問交流期間，香港大學生考察團名譽
團長、香港科學儀器社有限公司董事長車越喬向浙大
捐贈200萬港幣，支持浙大學生開展國際交流活動。據
了解，車越喬是浙江紹興人，多年來他積極支持家鄉
發展，多次捐款捐物累計達數百萬元。張浚生在捐贈
儀式上坦言，浙江鄉賢對香港的建設作出了很多努
力，對國家建設以及家鄉建設也作出了貢獻。車越喬
先生慷慨捐贈正是他們愛國、愛港、愛鄉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殷
江宏，實習記者 朱明麗 山東報道）
香港知名設計師李永銓日前攜「蓮蓮
有餘」的車身設計作品，出現在山東
濟南舉行的「轉型升級．香港博覽」
特斯拉展區。被稱為「品牌醫生」的
李永銓近年來致力於挽救內地瀕危老
品牌，希望喚起人們對傳統品牌的保
護意識。「品牌不僅僅是一種商業工
作，也是拯救文化的一種方式。」李
永銓接受本報採訪時不無擔憂地表
示，根據韓國一家機構的調研結果，
中國超過 200年的品牌目前只有 5
個。

「這個設計叫做『蓮蓮有餘』，代
表生生不息，所以你會看到許多水
呀，波紋呀，雲啦，比較有趣。這裡
融入了中國傳統圖像的元素。蓮花代
表生生不息。而黑白色調則對比強
烈，有視覺衝擊力。」在「轉型升級
．香港博覽」的特斯拉展區，李永銓
一邊向記者展示他設計的獨特車身圖
案，一邊耐心地講解他的設計理
念——魚與水流寓意將生機不斷延續
於後代，他將東方意境與西方的圖像
手法相結合，來表現環保的意義。
作為香港新一代品牌顧問，李永銓

作品設計風格獨特，以黑色幽默及視

覺大膽著稱，業務範圍遍佈香港、中
國、日本及意大利。近年來，他關閉
了日本的公司，用很多時間去拯救瀕
危的老品牌。「時間有限，人生也有
限，有問題的品牌真的太多，只能做
一個算一個。」李永銓說。

不懂市場殃及品牌
而這一切源於兩年前韓國一家機構

的調研。「現在全球超過200年的品
牌已經越來越少，很多人認為中國有
5,000年歷史，應該是老品牌最多的
地方，其實不然。」這家公司的調研
結果顯示，目前老品牌最多的地方是
日本，它有將近3,100個老品牌，最
老的品牌有1,400年。

李永銓說：「很多有問題的老品牌
不是它的產品有問題，而是它的擁有
者只懂產品，不懂市場的改變，與市
場越走越遠。」

必須尊重知識產權
「在日本，如果複製一個東西，大

家都會認為他是一個小賊，非常低檔
次。而在內地很多人的觀念並不是這
樣。」李永銓感嘆，如果知識產權和
創意得不到尊重，那麼設計師就只能
停留在技師的位置。他還直言，中國
缺少自己的高端品牌，主要是因為很
多人不懂品牌，僅僅停留在改變logo
和模仿的階段，「所以青年設計師要
從個人改變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孫娟
廣西鹿寨報道）廣西鹿寨日前舉行
精品風景旅遊路線騎行活動，鹿寨
縣副縣長楊毅向記者介紹，隨着貴
廣、南廣高鐵的開通，從廣東廣
州、深圳乘高鐵四小時左右可直達
鹿寨縣城，鹿寨將藉此契機與粵港
澳旅行團進行合作，開闢專門的旅
遊線路。
據了解，當天的活動共四十餘家媒

體、旅遊人士參與，騎行路線囊括鹿
寨中渡古鎮、千畝荷花田、響水瀑
布、香橋地質公園等景點，10公里左
右的騎行路線可謂盡覽鹿寨絕美景
色。

遊客讚「最美騎行路線」
值得一提的是，整條騎行路線平

直，無較大陡坡，但是又可穿梭在群山
河流之間。楊毅告訴記者，鹿寨旅遊資
源豐富，有中渡香橋岩、九龍洞、雒容
高岩、拉溝的原始森林、拉溝大州河、
江口的大地岩等諸多風景名勝，諸多均
是因獨特的地質作用形成的。在騎行途
中，記者途徑的響水瀑布便是如此，離
其很遠便聽到隆隆聲。「風景真的很
美，道路兩旁都是綠綠的，我覺得是廣
西最美的騎行線路了吧！」來自廣西柳
州的遊客王女士向記者表示。
記者在鹿寨縣梅花鹿園附近看到，

一個比肩四星級的度假酒店已建造完
成，正在裝修當中。鹿寨縣旅遊局局
長陳馳告訴記者，酒店將於今年十月
份正式開始營業，屆時門口可以提供
帳篷進行戶外露營，還有戶外電影院
可以觀看，這裡將是戶外露營的好去
處。副縣長楊毅記者記者，雖然目前
這條騎行路線尚未正式開通，但以後
將被重點定位為騎行、徒步、自駕旅
遊的勝地。「我們目前已經跟公交車
公司協商，開通專門的公交專線，並
且加快步行棧道的開闢，香橋度假休
閒區的建設也在推進。」楊毅向記者
透露，鹿寨將實現高鐵站到各景點的
無縫接駁。

■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左六）和香港貿發局駐福建首席代表羅煥釗（右四）合影。
本報福建傳真

■■羅煥釗在約旦考羅煥釗在約旦考
察察。。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羅煥釗（右）陪同香港航運協會考察廈門
自貿區。 記者翁舒昕 攝

■車越喬捐贈200萬元港幣設立國際交流基金。 記者張鴦 攝

■鹿寨香橋地質公園景色。
記者唐琳 攝

■李永銓及作品「蓮蓮有餘」。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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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銓與粉絲合影。 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