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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

道）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高新技術

已逐漸融入日常生活，不僅手機越

來越智能，就連建築都已經重塑科

技外衣。日前記者走訪了位於東莞

市茶山鎮的珀樂廣場，作為內地首

個採用SSGF新建造技術成套工法

的商住樓盤，施工現場展現了多項

內地領先的施工管理及技術措施。

施工全程可參觀，使得該樓盤創下

了開盤35分鐘售罄的佳績；優於香

港裝配式住宅建造法的新技術，也

吸引了不少港人在此購房。

珀樂廣場的銷售經理介紹，相比往常客
戶購房時只能通過瀏覽廣告、品鑒沙

盤、聽解說詞、看樣板間這些傳統的看房
方式，該樓盤則可以從水泥框架到貼好牆
紙，乃至房子建造的每一步在樓房建設中
都直接展示給客戶查驗。「因為SSGF技術
優於香港目前常用的裝配式住宅建造法，
在開盤時吸引了不少香港商會的客戶前來
選購，有香港客戶在現場參觀後說這種建
造方法像3D打印一樣快捷。」

助大幅減少滲漏等質量隱患
據了解，該樓盤採用的SSGF新建造技

術成套工法目前為內地首創。「主體結構
一次澆築成型，通過鋁模及結構拉縫技
術，實現全混凝土現澆外牆體系，對建築
外門窗洞口、防水企口、滴水線、空調
板、外立面線條等進行優化。免除外牆二
次結構和內外抹灰，取消抹灰工藝。大幅
減少滲漏、空鼓等質量隱患，實現結構自
防水，減少外牆、窗邊滲漏等質量隱
患。」
碧桂園莞深區域副總裁孫軍介紹，新採

用的附着式外爬架可隨樓棟主體進度爬
升，主體施工完後半個月解體拆架，為穿
插施工提供條件，裝修提前介入，縮短建

造周期，可使交樓時間提早約6-8個月的同
時提升工程質量。

較傳統節省約三成工時人力
孫軍表示，SSGF技術使得整個樓盤的施

工時長較傳統裝配法縮短了三分之一，施
工人數也節省了三分之一，對於團隊來說
節省了管理、時間成本，對業主來說也提
前了收樓時間，達到了雙贏的目的。
孫軍還強調，目前這套SSGF新建造科

技首期學習班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計
劃3年內在碧桂園所有合適的項目推廣落
地。

濟南外貿增速列全國副省級城市首位

內地首個SSGF建造技術亮相東莞

京東陝西建無人機通航物流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

珍 西安報道）京東集團與陝
西省政府2月21日在西安簽署
合作協議，雙方將利用載重量
數噸、飛行半徑300公里以上
的中大型無人機，合力打造全
球首個低空無人機通用航空物
流網絡，實現陝西省全域覆
蓋，並進一步輻射周邊地區。
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

表示，京東在全球首次提出用無人機打造
短途航空物流網絡，不僅加速了商品下行
的物流速度，更會給農特產品的上行提供
更好的通道。
據悉，為解決「用無人機突破通航瓶

頸、用農村電商解決農村扶貧、用大數據
提升陝西物流水平」三大問題，雙方將攜
手打造全域無人機物流平台、無人機工程
技術中心、智慧物流數據中心、全國低空
空域綜合管控平台、陝西省農產品電商供
應鏈體系、京東智慧物流通航小鎮等六大
平台，在智慧物流、科技創新、農村電
商、大數據應用、通航產業升級方面進行
快速推進。

同時，京東將在陝西省政府的支持
下，在陝西建設無人機飛行基地，參與陝
西省通航物流機場建設運營。

共拓立體化智慧物流小鎮
此外，雙方還提出將在農業植保、優

質農產品上行、農村金融、農產品認證等
領域開展深化合作，運用京東成熟供應鏈
管理能力，完善陝西省電子商務生態，共
同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京東品牌的
立體化智慧物流小鎮，以先進技術帶動老
少邊窮地區經濟發展；並構建以「機場+
物流+商貿+旅遊+文化+住宅」的產業結
構為基點，形成通用飛機製造與運營、航
空配套產業區、航空新城鎮三大功能。

■京東集團與陝西省政府日前簽協議京東集團與陝西省政府日前簽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記者從濟南市商務工作會議獲悉，在
國際需求疲軟的大形勢下，去年濟南市實
現進出口總額639.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13%，增幅高於全國、山東省13.9
個和9.5個百分點，外貿增速列全國15個副
省級城市第一。
據統計，去年濟南市對外承包工程合同
額54億美元，穩居山東省首位；境外實際
投資6.9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5,000

萬美元的項目5個，投資額佔全市實際投資
額的60%以上。
同時，濟南市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積
極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在全國率先構建了
以中國重汽集團、浪潮集團等龍頭企業為
核心的4個海外企業聯盟，開啟「抱團出
海、共享資源」新模式。

全市電商交易額破3000億
據濟南市商務局負責人介紹，過去的一

年，濟南本土品牌電商企業依然增勢不
減，全市全年電子商務交易額突破3,000億
元，同比增長了36.3%。

將啟「旅遊購物」貿易方式試點
據悉，濟南市今年將會發揮省會中心

城市空港優勢，計劃於上半年啟動「旅
遊購物」貿易方式試點，打造北方跨境
電商物流配送中心和旅遊購物商品集散
中心。

■附着式外爬架附着式外爬架
可隨樓棟主體進可隨樓棟主體進
度爬升度爬升。。 帥誠帥誠攝攝

瀘州老窖誓重回中國白酒業「前三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

芸 四川報道）在昨日舉行
的2017瀘州老窖國窖1573
封藏大典上，瀘州老窖股份
公司董事長劉淼表示，公司
明確了「12345」發展戰
略，希望銷售收入重回中國
白酒行業「前三甲」，在
「十三五」末推動瀘州老窖
站穩中國白酒第一集團軍的
位置。
劉淼表示，瀘州老窖將
按四步實現銷售收入重回「前三甲」的
目標：2015年從銷售上進行突破，實現
市場站穩，已基本實現穩定期的目標；
2016年進入調整期，完成公司頂層設計
及組織架構調整；2017年至 2019年將
進入衝刺期，用三年時間實現公司的全
面跨越和趕超；2020年確保實現「十三
五」既定目標任務。

3年時間實現全面跨越和趕超
根據規劃目標，瀘州老窖將確保高端

產品、中端產品和大眾產品市場份額分別
佔據行業前三名以內，2017年將以「三
線齊發」為產品導向，穩固高、中、低全
品系金字塔品牌結構，推動營銷組織體系
由「垂直型」向「蜂窩狀扁平化」方向發
展，確保量價齊升。

■瀘州老窖希望銷售收入重瀘州老窖希望銷售收入重
回中國白酒行業回中國白酒行業「「前三甲前三甲」。」。

■責任編輯：王藝霖 版面設計：劉坻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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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nd Derhy博士（左五）向陳經緯（右六）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證書，黃蘭發（右
三）、吳克儉（左三）、盧文端（右二）、沈沖（左二）等共同見證。

陳經緯榮獲巴黎商學院榮譽博士學位
■一眾社會專業人士討論香
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意義

康文署「竹都好滋味」展覽荃新天地二期舉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簡稱：康文署）於3月5日前，在荃新天地二期舉行「竹都好滋
味」展覽，介紹與竹相關的菜式和食具，以及故宮博物院和香港各博物館的相關藏品，帶
出看似尋常的竹，其展現的中國文化卻與日常生活如此接近。
展覽分兩部分，其一展示在皇家御膳中，「竹」扮演的角色，從竹葉青酒到各款菜式如
竹節卷小饅首、魚翅中的筍絲等，以及桌上的竹節壺、竹紋紋碗等餐具。其二展示在民間
食桌上，竹的蹤影處處：竹葉可以用來包糭、蒸年糕、蒸排骨，做成竹葉茶和竹殼茶；竹
筍可以炆油筍、作為蝦餃的配料；竹節可以做竹筒飯；竹根可以製成竹根水；而竹燕窩則
可以炒蛋、燉雪梨；當然還有各種竹製成的用具，如蒸籠、竹箕等。
此番展覽亦展示了竹的多種用途，

從冷盤到主菜，從醬料到酒水，可見
中國社會不同階層自古食「竹」的智
慧，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國飲食文化。
現場更會播放動畫短片，以及提供印
有「竹」賀語的圖案遊戲，公眾可以
從中進一步體會「竹」的滋味。此
外，康文署與荃新天地將在3月4日
合辦「竹好文化」教育工作坊，以動
畫、遊戲等互動形式，讓參與者從
「竹」開始，探索從傳統皇宮到現今
生活的中國文化。

保健海流協進會舉行丁酉年新春團拜
近日，保健海流協進會於其會所舉行丁酉年新春團拜，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蒞臨主禮。來
賓及會員逾500人，賓主齊樂，氣氛熱烈。
團拜由該會理事長彭勃主持，會長王煜城向來賓及會員介紹

家鄉汕尾的傳統美食菜茶，並感謝促進會10,000多名會員的團
結拚博精神，感謝中聯辦和各友好社團的關心和高度支持，感
謝促進會及六大屬會的義工。永遠榮譽會長黃國平勉勵大家珍
惜今日會務發展得到的成績，上下一心，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陳旭斌、郭偉強分別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彭勃理監事代表

理監事同仁感謝準備菜茶招待來賓及會員而辛勤工作的義工。

李鋈發出席禮賓府新春聚會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李鋈發，近日應行政長官梁振英邀
請，赴禮賓府出席新春聚會，並與參會嘉賓進行交流。
李鋈發稱讚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以來，在房屋、教育、人口政策

等領域不遺餘力地推進工作，並取得顯著成果。李鋈發認為：「梁
振英一方面為香港社會的經濟及民生建設付出諸多心血，任內出台
的政策逐步落實。另一方面，他在維護國家主權及香港社會安定方
面貢獻良多。我相信，梁振英未來
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將繼續發揮港
人優勢，為促進香港同內地以及世
界各地的友好往來作出新貢獻。」
李鋈發續指，2016年梁振英在百
忙之中為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活
動特刊題辭，充分顯示他關心本港
工商界，重視工商團體。展望未
來，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將繼
續秉承「敦親睦鄰 和諧社會 共創
未來」的宗旨，團結更多工商界人
士，為推動商貿合作，促進社會共
融再創新猷。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

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

陳經緯，日前榮獲巴黎

商學院榮譽博士學位，

學位授予儀式在香港經

緯集團位於灣仔中環廣

場55樓的新址舉行。

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中

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

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盧文端，中聯辦宣文

部副部長李海堂，以及

巴黎商學院總校校長

Armand Derhy 博士等

共同出席見證了儀式。

卓越貢獻實至名歸
吳克儉致辭表示，陳經緯作為「超級連
絡人」，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
不同領域開拓新合作空間，為國家推進發
展策略作出重要貢獻。此外，吳克儉亦稱
讚陳經緯長期熱心參與各項社區服務及公
益事業，尤其積極支持教育慈善工作，慷
慨捐助各地多所院校的項目。
Armand Derhy博士表示，陳經緯不但

在商貿上成就非凡，同時鼎力支持社會和
公共事務，是愛國愛港的表率，此次榮獲
巴黎商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可謂是實
至名歸。作為香港中國商會的主要發起

人，陳經緯帶領商會貫徹「引進來、走出
去」的雙向開放發展策略，響應國家「一
帶一路」倡議，發揮香港優勢，打造商界
的投資交流橋樑，致力促進香港與內地之
間的商務交流，貢獻良多。
陳經緯在典禮上說：「感恩社會各界對

我的支持和厚愛，也感恩巴黎商學院對我
在商界幾十年工作的肯定。」他表示自己
在事業上所取得的成績、利益、財富來源
於社會，因此一直懷感恩之心以回饋社
會。同時他亦關心香港年輕一代的成長，
希望盡所能向年輕人宣揚中華民族傳統文
化正能量，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
綿薄力量。

由國際專業管理學會主辦，嶺南大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一帶一路文化鑒識
專業協會協辦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
西九公開論壇及有關珍品展覽」，日前在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行。

是次論壇的重要義意，在於從香港專業
管理角度，從藏家收藏觀點，以至學術、
文化、出版等各種大戰略層面，說明故宮
文物落戶香港的地緣優勢。論壇由國際專
業管理學會會長藍鴻震博士主持，並邀請
到本港社會各界翹楚，包括：國際專業管
理學會主席張玉天博士、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行政總裁栢志高、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
業協會主席趙雨樂教授、香港著名建築師
嚴迅奇、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馬逢
國和何君堯等，引導大眾認識香港文化的
新氣象，展現香港與中國密不可分的國族
關係同時，在世界舞台上擔當的重要角
色。他們均一致認為，香港建故宮文化博

物館是一件文化大
事，大眾應該理性
客觀地看待事件的
意義，及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存在
價值。再者，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展品對於
香港學界的歷史研究者
或文化遺產研究者而言，將會是十分重要
的學術研究或教學平台。
當日論壇還展出了故宮博物館的相關珍

品及資料，還展示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古
董、古董地圖和作為與中國故宮博物館相
關的珍貴收藏品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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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持人
藍鴻震博士

■李鋈發（右）與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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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市民參與印有「竹」賀語的圖案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