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

東莞台商協會昨日以「大陸台商永續經

營」為主題舉辦經貿論壇。全國台企聯榮

譽會長郭山輝在論壇上提出，台灣經濟遭

遇最嚴峻時期，大陸發展消費路線是正確

選擇，台商應抓住大陸二孩潮和養老潮商

機，嘗試模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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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連日來，就在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
普與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打破「外交」慣
例，引來一片罵聲之際，又傳出蔡英文即將於1月出
訪中美洲。蔡英文如何過境美國、會否如過去陳水扁
般搞所謂「過境外交」受到關注。昨日，台「外交部
部長」李大維證實，蔡英文將於下月出訪中美洲，屆
時將過境美國，目前過境地點有4個，但從未規劃過
境紐約，更不可能與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會面。
據中通社報道，李大維昨日上午在「立法院」備詢表

示，有關蔡英文出訪中美洲安排已經到最後階段，過境
美國有規劃4個點，但自始從未包括紐約。李大維又
說，早於2個月前規劃作業時，當時就未把紐約放進考
量名單中，且當時美國大選結果都還沒有出爐，所以沒
有所謂與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會面的事情。

台商謀拓陸服務業市場
探討兩岸經濟前景 母嬰養老消費商機大

李大維：蔡下月訪中美洲
不過境紐約 不見特朗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繼三星
Note 7手機頻傳自燃、爆炸事件，被多家
航空公司禁止攜帶上機後，7日晚再傳出
三星S6手機在中華航空班機上發生自燃冒
煙，不過機組人員立即排除，並未釀成更
大災害。
綜合台媒報道，7日晚間，華航班機

CI027從帛琉飛往桃園機場，經馬尼拉上
空時，一名乘客的手機突然自燃並冒出濃
煙，不過並未造成班機延誤及乘客受傷。

急滅火丟冰桶隔離
華航表示，當時機組人員立即持滅火器

熄滅排除冒煙狀況，並將手機放置冰桶隔
離，目前依正常程序通報民航局及飛安
會，確認手機型號為三星S6，針對此旅客
個人事件，後續將配合主管機關程序處理
以確實調查事件原因，但暫無規劃擴大禁
止S6上機。
2016年9月，三星Note 7手機在全球各

地連番傳出爆炸
自燃事故，被美
國聯邦航空總署
強烈建議禁止攜
帶上機，隨後各
國航管單位與航
空公司也紛紛禁
止攜帶該款手
機，現又傳出
S6 起火冒煙，
引起航空界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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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經濟體，消費增長尤其是電商消費增
長動力強」，郭山輝表示，儘管在外銷上面臨越南的競

爭，但大陸擁有完整的產業配套鏈優勢，作為最優越的「世界工
廠」地位當下難被撼動。
他還指出，大陸開放二孩政策，將會在嬰幼兒產品市場形成巨
大商機，同時老齡化的增加也會使得養老市場越來越大，這些都
是台商可以抓住的機遇。「台商應該從內銷入手，現在大陸也主
張萬眾創新，我們在創新時不應該只從功能層面出發，還應考慮
到管理模式、運營方式的創新。」

江啟臣：台商面臨更多挑戰
與會的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江啟臣從政治局勢闡

述了兩岸關係的未來，他坦言，兩岸政治關係陷入空轉，在短期
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未來一年，對台商來說會有更多挑戰。
「台灣新政府上台半年，看不到台灣當局在經濟上的議題和法
案。在目前歐債危機、特朗普當選、意大利民選等不明朗的國際
形勢下，將導致台灣經濟面臨挑戰。」
江啟臣還從宏觀角度為台商在大陸發展給出了建議。他表示，台

灣服務業已佔總產值的70%以上，而大陸服務業僅佔50%不到，這
說明大陸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市場，台商應該從大陸服務業
入手，尤其應該關注電商領域的機遇。「許多年輕台商在大陸都已
有投資餐飲連鎖的成功經驗，大家可以借鑒學習。」江啟臣說。

胡志強：當局不應刻意阻撓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則在論壇上用詩句「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來強調兩岸關係已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台
灣當局不該再刻意阻撓。他在發言中稱，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台灣民眾近年赴大陸旅遊的人數逐年增加，台當局卻還要限制軍
官去大陸，是不明智的。
《台商在東莞常見法律問題一典通》也於當天下午發佈，該書用

案例釋法、用漫畫說法，將兩岸法律法規結合典型案例詳細解釋，
讓台商可以輕鬆理解兩岸法律的區別，得到現場嘉賓一致好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昨
晚，東莞台商投資企業協會以「機遇．創新
．發展」為主題舉辦了第十、十一屆換屆交
換典禮暨23周年慶典活動。
國台辦經濟局局長張世宏，廣東省台辦主

任黃耿城，東莞市委書記呂業升等相關部門
領導及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旺旺中時媒體集
團副董事長胡志強，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
聯誼會榮譽會長郭山輝，全國各友會代表以
及會員代表1,100多人出席典禮。
當晚的換屆典禮上，由翟所領帶領的第十

屆會務幹部團隊在台上與蔡俊宏帶領的第十
一屆會務幹部團隊正式交接，新任會長蔡俊
宏給新會務幹部團隊代表一一頒發證書。
東莞台商協會自1993年成立以來，始終秉
承着「團結、交流、服務、發展」的宗旨，
堅持以服務會員、發展經濟、回報社會為己
任，會務工作健康發展，組織機構不斷完
善，對內的凝聚力以及對外的影響力不斷增
強，在服務台商、溝通政府、推進兩地經貿
交流合作、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東莞台商協會換屆交接

■被放入冰桶隔離的三
星S6手機。 網上圖片

■換屆典禮現場。記者帥誠 攝

■「大陸台商之永續經營」經貿
論壇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翟所
領、胡志強、郭山輝、江啟臣。

記者帥誠 攝

深港文創合作捕捉新機遇
香港國際視野+深圳工藝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港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尤其是文

創產業，合作逐步深化，兩地不再是師

傅帶徒弟的模式，而是通過對話交流，

共同發展。香港設計師富有國際視野和

商業眼光，而深圳的工藝水平和文化理

念，有助其成為靈感的重要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新世界集團
杯」首屆前海深港青年創新
創業大賽，日前在前海深港
青年夢工場舉行頒獎典禮。
來自香港大學的Conzeb limit-
ed團隊與來自香港科技大學
的音科團隊分別獲得企業成
長組一等獎與初創團隊組一
等獎，各獲獎金18萬元（人
民幣，下同）。
頒獎嘉賓對獲獎項目給予了

高度肯定。其中企業成長組一
等獎得主Conzeb limited與初
創團隊組一等獎得主音科尤其
受到關注，他們表示十分感謝
大賽提供這樣一個能夠與深港
兩地創業青年和評委導師共同
交流的平台，將努力把創業項
目做大做強。

得獎項目可優先進駐前海
據悉，前海深港青年創新創
業大賽自2016年4月27日啟動
以來，接到近200個創業項目
報名參賽。來自包括加拿大蒙
特利爾、日本神奈川、英國劍
橋及深港兩地在內的世界各地
的創新創業人才匯聚大賽。最
終大賽在企業成長組與初創團
隊組各遴選出一等獎一名，二
等獎兩名，三等獎三名。獲獎
項目可優先進駐前海深港青年
夢工場。
據統計，截至12月1日，深
港青年夢工場已孵化創業團隊
共計172家，其中港澳、國際
團隊77家；在園團隊共計95
家，其中，港澳國際團隊53
家；已畢業團隊77家，其中，
港澳國際團隊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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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Conzeb limited團隊獲企業成
長組一等獎。 本報深圳傳真

深圳一年一度的創意文化嘉年
華——《創意十二月》日前正

式開幕，接下來的一個月，300多場
精品活動引爆全城的創意熱情，創
意集市、新媒體藝術節、設計大賽
等，匯聚眾多香港專業人才參與。
有香港設計師指出，深圳的科技企
業眾多，文化消費也越來越多，餐
飲空間、娛樂空間等都有設計需
求，越來越多香港設計師在深圳開
公司，深港在文創領域有很多合作
機遇。

共推逾300項創意「大餐」
據介紹，本屆《創意十二月》以

「創意城市，創享未來」為主題，
共有308項創意活動，涵蓋科技創
客、創意市集、工業設計、工藝美
術、動漫遊戲、演藝會展、文化會
展、親子互動等多個領域。
在深圳書城廣場，「深港台創意設
計廊特別展示周」吸引不少觀眾。據
悉，深港台創意設計廊特別展示周薈
萃三地著名創意設計精英的心意之
作，同時集中展示2015年至2016年
「弘文深港台創意設計廊」項目成
果，帶來一場文化創意的盛宴。此
外，深港台創意設計師沙龍依托於由
深港眾多創意設計精英聯袂打造的深
港台創意設計廊。沙龍將為設計從業
人員、藝術設計專業學生和藝術愛好
者帶來一場「源於藝術、高出藝術」
的頭腦風暴。

內地激發港設計師靈感
在兩地設計業界人士看來，深港

文創產業合作進入新階段 ，香港商
業化程度高，深圳設計師則對文化
傳統理解更深透，兩者合作可以找
到更多空間，解決產業對接、設計升
級問題。
香港私訂生活總經理黃競日前參加

「深港文化創意產業論壇」時表示，
香港設計師理念和想法都很豐富，但
要真正落地還需要內地，尤其是深圳
工藝水平配合，內地的支持，反過來
也激發了香港設計師的靈感。
深圳黑龍設計創始人王黑龍認

為，香港設計師成長背景受到西方
熏陶，產品更多從商業化視角去思
考。而深圳作為移民城市，設計師
背景多元，語言系統豐富，對傳統
文化的理解更充分，深港共同發
展，尤其是深圳被評為「設計之
都」，後勁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為
促進深港兩地設計產業的深度交融，深圳市設
計之都推廣促進會主辦、香港設計總會協辦的

深港文化創意產業論壇日前舉行。據悉，此次
論壇也是首屆深圳設計周的預熱活動之一——
設計講堂其中一場，共邀請6位深港資深設計
「大咖」分享他們在兩地交流方面的經驗與思
考。
據悉，今年9月至11月，兩地機構共同舉辦的

第二屆深港設計雙年展，超過300位兩地設計師
參與多達80餘項活動，通過一系列展覽、講座
等，將設計文化融入社區。最核心的項目「雙城
品未」則直接為兩地設計師和品牌企業牽線搭
橋，合作設計生產百餘件產品上市銷售。
當天上午，參加論壇的香港設計師們還參觀

了位於深圳福永街道鳳凰山腳下的鳳凰村，感
受這座具有500年歷史的古建築群。據介紹，這
座由民族英雄文天祥後人興建的古村落，正在
逐漸變成一座獨具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園。

6「大咖」設計講堂分享經驗

■香港私訂生活總經理
黃競。 記者李望賢攝

■■《《創意十二月創意十二月》》開幕儀式上的開幕儀式上的
機械人表演機械人表演。。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港設計師們參觀鳳凰村。 本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