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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博會港台精品搶眼球

第二十四屆廣州博覽會（廣博會）昨日在廣州舉行，香港館串球式的展廳設計

十分引人矚目，台灣館則展出積木迷你電腦、玉米餐具等高科技產品，讓人耳目
一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為了響應同期舉辦的泛珠三角經貿論壇，廣博
會專設了一個泛珠三角城市展區，另外還有

■ 香港館獨特的串球
設計。
設計
。 記者帥誠 攝

國際城市及商品展，由港澳地區及國外各地政府
組團參展，展覽面積約9,000平方米。展區主要展
示來自境外各地參展城市整體形象和名優產品。

港館串球設計「一帶一路」紐帶
■可裝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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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誠 攝

■玉米製
成的兒童
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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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泛珠三角城市展區，香港館獨特的流線型設
計顯得別具一格。香港貿發局負責人鄧希雯表
示，香港館的設計理念是「繁榮紐帶」，「通過
連串球形組件的連接構建『一帶一路』的紐帶標
誌，凸顯香港是企業把握商機的理想平台。」她
還表示，今年香港貿發局曾在四川參加大型展
會，與當地投資者互動良好。
港館內展出了不少香港各院校學生設計的產
品，如彩色童鞋，以鑲嵌苗銀配飾的民族風格，
也有搭配小丑造型的馬戲團主題；另一款伊力酷
手錶則巧妙地以復古的七彩積木錶鏈與金屬質感
強烈的純黑錶盤結合，古今碰撞設計，拉近了人
與科技的距離。她說，香港的優勢仍在服務平
台，尤其是產品設計。

首次參加廣博會的台灣名品展，展示了各類台
灣特色產品。現代感十足的台灣精品館與香港館
的獨特設計相得益彰。

「變形金剛」電腦機箱令人讚嘆
台灣館一套紅黑相間的電腦金屬機箱吸引了人群
的注意，令人讚嘆，示範人員用手機的app操作，
機箱如牡丹花般層層綻開，被譽為電腦界的「變形
金剛」，而這款新產品在大陸僅限量 50 台。另一
款可拼裝的電腦主機，只有方包大小，可按用戶需
要將不同功能板塊像積木一樣拼接起
來。此外，館內還展出了可裝進小提
箱的摺疊單車，由玉米製成的安全兒
童餐具等科技產品。
據了解，本屆廣博會設有 3 個
綜合展以及台灣名品、農產品和
食品等 8 個專業展會，展位約
6,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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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歲腎癌老人成功接受機械人手術

佔地 42 平方公里 商業基建等配套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近年
來，農民工返鄉創業成為潮流。尤其在當前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形勢下，國家政
策的支持更讓創業「熱」了一把。勞務人口輸
出大省河南未來幾年將鼓勵更多農民工回鄉就
業創業。
記者從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獲
悉，河南省政府辦公廳近日出台《關於支持
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實施意見》，計劃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完善的政策體系、健全的服務
體系和穩固的保障體系，力爭扶持 100 萬農
民工返鄉創業，帶動就業1,000萬人左右。
據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
作處處長呂志華介紹，河南省每年有 2,000
多萬農民工外出務工。自 2008 年以來，全省
農民工累計返鄉人數達559.31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四川成
都日月大道上，建築面積超 20 萬平方米的萬和

條、新開工道路 34 條。同時，三級甲等醫院
成都第一骨科醫院已經開建，還將引進四川
業正籌備上市……近日，記者走進成都青羊，見 大學華西醫院、四川省人民醫院等知名三甲
綜合醫院；規劃建設 8 所中小學及幼兒園、1
證了成都西邊一座「新城」正在崛起。
所養老院、2 個社區綜合體等配套基礎設
施，以及金沙湖、百仁生態公園、大公園等
城市湖泊和生態公園。

備；尚作農業、茂燁建築、智明達等一批總部企

核心區已聚集400企業
一座座高大的建築掩映在叢林之間，由一
條條彎彎曲曲的林間小道相連，這便是「青
羊新城」的核心區。已建成運營的青羊總部
基地佔地 1,089 畝，以企業獨棟為主，將辦
公、研發、商務作為主要功能形態，並輔以
企業商務會所、白領公寓、健身會館等多種
配套。經過 10 多年的發展，已聚集約 400 家
企業，其中不乏葛洲壩、中國鐵建、深圳海
洋等世界500強等知名企業。
「青羊新城作為城西重點區域，地鐵、道

河南省給予返鄉創業農民工最高不超過 10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創業擔保貸款；對
合夥經營或組織起來就業的經營組織以及
「公司+農戶」、農業合作社，按每人最高
不超過 10 萬元、總額一般不超過 50 萬元給
予創業擔保貸款；對符合條件的勞動密集型
小微企業，可給予最高不超過 200 萬元的創
業擔保貸款。
■記者參觀成都青羊區文創基地
記者參觀成都青羊區文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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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 廈門報道）
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王蒙徽 23 日
正式調任中共遼寧省委常
委、瀋陽市委書記。現年 56
歲的王蒙徽是一名城市規劃
專家。他曾在廣東、福建兩
■王蒙徽
省工作達18年和近5年。

王蒙徽小檔案
1960年1月出生，江蘇鹽城人
2004年至2008年 汕尾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2008年9月起
廣東省雲浮市委書記
2011年12月
升任福建省副省長
2013年5月起
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

華新區、黃土聯工片區等七大板塊。今年，

中心正在開挖基礎；青羊萬達項目開始進行內飾 該區域將實施市政道路 37 條，互通立交橋一
和門店裝修，不少商家緊鑼密鼓做開業前的準 座，道路總長約 28.3 公里，包括續建道路 3

予個人不超10萬擔保貸款

福建城規專家王蒙徽
調任瀋陽書記

羊新城」位於成都西三環外，區
「青域總面積約
42 平方公里，包括光

記者李兵 攝

首條 BRT 開建料明年底竣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日，從上海閔行區的
「區長網上辦公」傳來消息，上海首條 BRT（「地面上的地鐵」新
型公共客運系統）項目進展順利，預計 2017 年底竣工，未來全線擬建 24 個中途
停靠站，2 個公交首末站，1 個區間站。公開資料顯示，上海首條 BRT 已於今年
6 月正式開工建設，起點設在南橋汽車站，終點東方體育中心，貫穿浦東、閔
行、奉賢三區，線路總長31.2公里。

上海

擬打造通航產業綜合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訊 江西省委副書記、代省長劉奇近日在南昌會見了中
航工業集團黨組副書記、總經理譚瑞松一行。江西副省長李貽煌與中
航工業集團副總經理李本正簽署通航產業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雙方將在
加強通航產業佈局、推進低空開放、優化通航機場佈局、培育通航市場主體、
打造通航發展平台、開展通航運營合作、培養通航人才隊伍等 8 個領域全面合
作，着力把江西打造成國家級的通航產業發展綜合示範區。

江西

路、學校、醫院、商業等基礎設施配套完
善，在企業家眼中這就是投資信號。」一位
企業家說，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情況
下，企業更會到這些區域尋找商機。
青羊區有關負責人說，「『青羊新城』源
於青羊區『兩帶、兩城、六區』的服務業發
展佈局，將分別以蜀都大道和光華大道為產
業發展主帶和產業發展副帶，立足成都源
（原）城、青羊新城，佈局中央金融商務功
能區、少城文創科技功能區等 6 個功能
區。」
此前，綠地集團與青羊區簽訂戰略投資協
議，計劃在青羊新城規劃區域內打造一個集
金融廣場、金融創客中心、進出口商品直銷
中心、跨境電商等一體的綜合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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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扶持百萬農民工返鄉創業

■呂志華介紹河南支持農民工
返鄉創業情況。
返鄉創業情況
。 記者劉蕊 攝

成都「新城」引企業覓商機

陝西

「中歐班列」開赴波蘭華沙
拉近西安與歐洲各國距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陝西首趟「中歐班列」貨運
列車 18 日上午駛出西安港，沿着新絲綢之路駛向波蘭首都華沙。據悉，
本次列車抵達華沙後，運輸的部分貨物將分撥到德國的漢堡、杜伊斯堡
以及波蘭的羅茲等地區。
據介紹，本次班列共有 41 車廂，主要裝載有機械設備、家居、服裝、
燈飾、飲水機、製冰機、鋁型材、電子設備等8大類貨物。班列從西安出
發後，經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
斯等國，約12天可抵達終點華沙，全程9,000多公里。「中歐班列」比走
海運節省30多天，較公路縮短8天至10天，大大提升物流效率。
西安鐵路局有關人士表示，這趟班列將進一步拉近西安與歐洲各國之
間的距離。未來，西安出發的「中歐班列」所載貨物有望通過華沙中
轉，輻射至大西洋沿岸的法國、西班牙、英國等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