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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創坊展兩地優秀百建築
新堅尼地城泳池滬徐匯公共綠地 展現光影空間魅力

■香港堅尼地城室內游泳池。

設計展名為「十年百名建築
展」，由元創坊與內地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翔）科

名建築雜誌《城市·環境·設
計》合辦，展期即日起至 3 月 5
日。展覽以公開徵集的方式，匯
集過去10年落成的，香港和內地
各50座優秀建築物圖片。這些建
築各富特色，在建築學、環保、
都市生活適應等方面均有獨特的
突破，屢獲殊榮。

技日新月異下，大
型建築成為建築師
手 中 的 「 魔 術 道 ■元創坊項目總監
陶威廉。
。 殷翔 攝
具」，千變萬化展 陶威廉

現空間和光影的魅力，讓這都市日
益瑰麗萬千。中環創意展館「元創

專區讓兒童拼心中家園

坊」舉行本港和內地近 10 年來 100
座優秀建築的設計展，讓兩地優秀
建築師們進行空間藝術的尖端對
話，也希望市民了解這些默默為都
市增添美感的藝術家。

■元創坊舉行兩地百座現代優秀建築展。

殷翔 攝

展覽期間還將舉行各建築師的
系列主題論壇，邀請海內外專家
和知名建築師反思和展望未來都市
的建設。並設立「童·建」的兒
童專區，舉行系列活動，包括
讓小朋友於磁石牆上自由拼貼

東華學院慶新春 闡5年計劃盼「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自資院校東
華學院昨日舉行傳媒新春聚餐，校長呂汝
漢分享院校未來 5 年發展計劃，包括開辦
新學士課程如物理治療、食物安全、心理
輔導等，並期望在 5 年後申請「升格」大
學。席間，該校公佈最新一屆畢業生調查
結果，由於該校開辦多個專業醫護學科，
畢業生薪酬不俗，全校計平均月薪逾 2 萬
港元，即使只計副學位課程亦達 1.7 萬元，
校方認為這反映該校畢業生於就業市場上
具競爭力。

畢業生均月薪逾兩萬元
呂汝漢連同一眾東華學院管理層及教職
員昨日出席傳媒新春聚餐，並公佈涉及去
年 278 名畢業生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
該校畢業生平均月薪達 20,062 元，當中學

士學位課程達 20,552 元，副學位課程亦有
17,501 元。呂汝漢指，由於該校不少學生
畢業後從事護理行業，故薪金較高，與現
時一般大專畢業生平均月薪約 1.3 萬元比
較，亦反映該校畢業生競爭力。
席上東華學院亦分享其未來 5 年發展計
劃，以長遠申請「升格」為私立大學，當
中包括擴闊學科覆蓋面，除於未來一、兩
年開辦物理治療、食物安全等醫療相關新
學士課程外，亦會開辦非醫療學科課程如
幼兒教育、工商管理和心理輔導等。現時
該校有 3 個課程獲納入教育局「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涉及
護理學、醫療化驗及放射治療共 232 個獲
資助學額，校方將爭取全數相關學額可納
入資助，同時亦會加強研究、學生發展、
對外事務、財政和人力資源及管治，並在

■東華學院舉行傳媒新春聚餐
東華學院舉行傳媒新春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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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物色附加校舍。呂汝漢補充指，近年
該校錄得以百萬元計的盈餘，財政穩健，
可確保未來順利發展。
另為增加招生吸引力，東華將於 2017/
18 學年部分課程提供入學獎學金，例如創
業與管理學、工商管理及應用心理學學位
課程，文憑試 15 分或以上者即獲 3 萬元獎
學金，而 12 分或以上入讀商業學高級文憑
及心理學高級文憑等副學位課程，亦可獲2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
報道）全球第二大晶圓代工廠格
羅方德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12
英寸晶圓成都製造基地項目日前
在成都高新區正式簽約並開工。
據悉，上述項目累計投資將超 100
億美元(約 780 億港元)，成為西南
地區首條 12 英寸晶圓生產線，也
將是格羅方德在中國最大和最先

■格羅方德成都 12 英寸晶圓製造基地
奠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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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晶圓製造基地。

12英寸甚至更大規格。

12英寸晶圓項目明後年投產
格羅方德首席執行官桑傑．賈(Sanjay Jha)
介紹，晶圓越大，同一圓片上可生產的 IC
芯片就越多，但對材料技術和生產技術的要
求更高。截至 2015 年底，12 英寸晶圓佔據

全球晶圓產能的63.1%。
格羅方德 12 英寸晶圓成都製造基地將分
兩期建設：一期建設主流 CMOS 工藝 12 英
寸晶圓生產線，預計 2018 年底投產；二期
建 設 格 羅 方 德 最 新 的 22FDXR 22nm
FD-SOI 工藝 12 英寸晶圓生產線，預計 2019
年第四季度投產。其生產工藝具有功耗
省、綜合成本低等優勢，可廣泛應用於各
類移動終端、物聯網、智能設備、汽車電

子、5G 無線基礎設施等領域，在全球擁有
巨大的市場需求。

成都高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格羅方德成
都項目填補了中國西南地區12英寸先進工藝
晶圓生產項目的空白，將進一步壯大成都電
子信息產業規模，有效提升成都集成電路產
業發展生態。

資金 8,438.1 億元人民幣，分別增長 5.6%和
7.9%。利用境內資金佔全省固定資產投資的
23%。投資 1,000 萬美元以上的外資項目 114
個，10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內資項目 325 個。
服務業領域新設外商投資企業佔比達到
48.5%，第三產業實際到位的省外資金佔比
達到45.4%。
焦錦淼認為，在創新招商方式上，要在總
結前些年好經驗、好做法的基礎上，研究新
路徑，出新招、出實招，實施精準招商、務
實招商，開展代理招商、以商招商和股權招
商、併購招商等新方式新模式。

優化投資環境 更便利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當
前，招商引資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進入再
創新優勢的階段。日前召開的河南省商務工
作會議上，河南省商務廳廳長焦錦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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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新常態下招商引資突破，需要轉方式、
破瓶頸、創優勢，爭取主動、搶佔先機。
去年，河南省招商引資提質增效。該省實
際利用外資 169.9 億美元，實際到位的省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班市民
於去年八月向城規會遞交申請，建議將薄
扶林置富花園東面約3.4公頃的一幅政府土
地，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成為生態古蹟
公園。申請文件指該土地為有一百多年歷
史的牛奶公司牧場遺址，現仍保留牛房、
牧場、斜角石級及草廬等設施，加上生態
價值高，有瀕危物種的短腳角蟾及小棘
蛙。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原定審
議有關申請，但最後需要延期再討論。
申請文件指牛奶公司牧場自 1983 年關閉
後，其佈局和原貌獲完好無缺地保留，因
此有市民對置富山谷進行實地勘查和研
究，並搜尋香港薄扶林牛奶公司相關的文
獻和歷史檔案，包括其社會意義、其建築
意義及古樹勘查報告等，經整理後結集成
《保育置富山谷文集》。
申請文件指出，牛奶牧場原始形態已被

「凍結」，不僅具有牛房、牧場、斜角石
級、草廬、牛糞池、牛奶房及養豬場的典
型牧場，部分也見證早期牧場在艱苦經營
環境下，千隻乳牛在原始的條件下，出產
日常食品牛奶的歷史。
同時，該山谷具有高生態價值，已發現
並確定的短腳角蟾和小棘蛙，在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的紅色名錄上，分別被
列為瀕危物種和易危物種；谷內至少有 35
棵達古樹標準的細葉榕、有八棵廣東紫
薇、有 60 多種鳥類，包括候鳥。有些古樹
的樹根與牧場古蹟互相交纏，形成獨特的
古石牆樹。
申請文件又指，過往的大型發展使薄扶
林的景觀特色受到很大損害，要求當局把
山谷內所有牛奶公司牧場遺址評為歷史建
築，並改劃置富山谷成為全港首個「生態
古蹟公園」。

中集交付最先進超深水鑽井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煙台中集來福士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建造的半潛
式鑽井平台「藍鯨 1
號」日前在煙台命名交
付，該平台作業水深和
鑽井深度上都打破了世
界紀錄，並配備雙鑽
塔，是全球最先進半潛
式鑽井平台。同時，這
也是中國船廠在海洋工
程超深水領域的首個
■「藍鯨1號」可提升30%作業效率，節省10%的燃料消
「交鑰匙」工程。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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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平台長 117 米、寬
92.7 米、高 118 米，最大作業水深 3,658 單鑽塔平台相比，「藍鯨 1 號」配置了
米，最大鑽井深度 15,240 米，是目前全 高效的液壓雙鑽塔和全球領先的西門子
球作業水深、鑽井深度最深的半潛式鑽 閉環動力系統，可提升 30%作業效率，
井平台，適用於全球深海作業。與傳統 節省10%的燃料消耗。

先進工藝填補西南地區空白

豫創優勢轉方式 提升招商水平

■河南省商務工作會議表彰一批先進單位和個人。

獨特，又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融的
獨特建築。如上海徐匯區的華鑫
展示中心，選址於城市中的公共
綠地，四個相互聯通的架空單元
體遊走在 6 棵老樹之間，地面是
與綠地相融的公共開放空間，一
樓營造清新、層次豐富的空間庭
院，在人與環境之間建立觸手可
及的關聯。
元創坊項目總監陶威廉表示，
一年前接觸了這個建築展意向，
感覺很有意思，大家共同努力之
下終於開幕。
他說，這些優秀兩地設計師很
多都很年輕，他們默默為香港和
外地城市增添獨特魅力。希望公
眾能欣賞他們的天才設計，彰顯
建築師們的精心貢獻。

置富舊牧場申改公園延期傾

格羅方德780億成都建晶圓基地

晶圓是最常用的半導體材料，按其直徑
分為 4 英寸、5 英寸、6 英寸、8 英寸、

心目的家園，邀請家長義工們
向小朋友們分享城市各種特色
建築等。
展出的本港建築，在香港空間
擠迫的限制下，以巧妙設計盡
量提高空間利用率，並在擁擠
都市中創造美景。如新堅尼地
城游泳池，被兩側道路和電車
軌限制成銳三角地段，設計師
採取複雜的分層段空間，開發
出頗具未來感的獨特外形；在
室內泳池的天花和牆身使用
鋅、隔層玻璃等物料帶來良好
採光；以較矮高度將海濱景觀
和高密度建築連接一處，成為廣
受歡迎的社區地標。
內地空間廣濶，設計師們的創
意得以肆意飛揚，產生許多外形

同時，將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設立產業基
金，開闢招商引資和企業融資新渠道。在優化
營商環境方面，該省將深化放管服改革，繼續
推進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外商投
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進一
步優化外資企業設立變更的備案程序，提高投
資便利化程度。

黔推首個省級數字經濟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貴陽報
道） 根據剛出爐的《貴州省數字經濟發
展規劃(2017-2020 年)》，貴州省將在未
來3年內探索形成具有數字經濟時代鮮明
特徵的創新發展道路，規劃首次提出了
資源型、技術型、融合型、服務型「四
型」數字經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
是設定三年以後即 2020 年，數字經濟增
加值佔貴州GDP的比重達到30%以上。
貴州省政府副秘書長、大數據發展管
理局局長馬寧宇介紹，貴州此次發佈的

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是全國第一家省級
層面數字經濟發展規劃。
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也是內地首
個省廳級大數據管理機構。公開資料顯
示，內地目前共有 10 家省市級大數據管
理機構，其中市級的大數據局有 8 家，
省級的有 2 家。早於 2014 年 2 月成立的
廣東省大數據管理局，時間雖早，但僅
為廣東省經信委下屬單位。而貴州省大
數據管理局則由貴州省人民政府直管，
和貴州省經信委平級。

烏蘭察布重獎擬上市企業入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喬輝 內蒙古報
道）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日前對外公佈了
該市落實證監會 IPO 扶貧意見引進和培
育企業上市若干優惠政策，重點引導已
在排隊的 IPO（首次公開募股）企業或
基本符合 IPO 條件的擬上市企業遷入烏
蘭察布市國家扶貧重點縣。

主板上市獎勵1千萬
據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副市長王國相介
紹，相關政策包括：對註冊地遷入烏蘭
察布市實現 IPO 上市的企業，按照融資

額的 1%給予費用補貼，最高不超過 6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在企業上市發行申
請材料申報後撥付 20%、發行審核通過
後撥付 20%、上市掛牌並實現融資後撥
付 60%。對註冊地遷入烏蘭察布市的企
業，在主板上市的，給予一次性獎勵
1,000萬元。等等。
此外，註冊地遷入烏蘭察布市的擬上
市企業享受烏蘭察布市關於承接非首都
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以及人才引進相關
優惠政策。註冊地遷入烏蘭察布市的企
業上市後，對高管人員實行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