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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把醫健產業做成支柱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要把醫療健康產業做成我國支柱產
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9日在山東
省威海市考察時說。
當天，李克強考察威海威高集團。
威高集團有限公司以一次性醫療器械
製造和藥業為主業，下轄醫用製品、
血液淨化、骨科等八大產業集團，建
有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植入器械國
家工程實驗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後
工作站等研究實體。
得知該企業建立的透析中心採用

高』這名字起得好：企業技術和附加
值高，才能威風八面。」
李克強表示，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
國家行列，群眾對醫療健康的需求日
益增長。但該產業目前佔中國產業比
重不足 5%，與發達國家存在不小差
距，市場潛力巨大。你們的事業事關
人民群眾的健康幸福，功德無量。
當天，李克強還考察了山東威海
港。該港口進出口主要面向周邊和歐
美國家市場，出口貨物大多來自東部
沿海地區。

自主生產的整套血透設備，單次治
療費用降低三分之一，李克強豎起
大拇指稱讚道，「你們不僅為醫
改、醫保作出貢獻，更為人民健康
作出貢獻。」他進而囑託，要通過
擴大規模等，進一步降低費用，惠
及更多患者。
該企業生產的醫療器械和藥品共有
500多種、8萬多個規格，高技術含量
和高附加值產品達80%以上。企業董
事長向總理介紹說，「威高」指威海
高分子材料。李克強笑道，「『威

李克強說，港口是開放的重要窗
口，東部地區快速發展得益於開放，
中西部地區更需要擴大開放。威海港
要發揮區位優勢，挖掘內部潛力，不
僅要面向東部，還要向中西部延伸。
了解到威海港一季度出口增幅遠高
於進口，李克強說，我們作為貨物貿
易大國從不刻意追求順差，而是希望
貿易更加平衡。既要擴大出口，又要
加大進口；既要進口高技術產品，還
要進口高質量產品給消費者更多選
擇，倒逼國內企業升級。
■李克強考察威海威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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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港企莞加博會覓商機
參展產品融智能元素 看準內地中高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2017 年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博覽

■香港德國寶在加博會上展出的
多款智能廚房電器吸引了不少採
購商諮詢。
購商諮詢
。
記者帥誠 攝

會（下稱「加博會」）昨日在東莞開幕，約 280 家港企參展，多數參展產
品都融入了高端智能元素。同時，亦有不少參展商希望藉此機會拓展內地
中高端市場。

■香港得利鐘錶推出的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 ■龍昌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梁鐘銘。
念腕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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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加博會已成功舉辦九屆，本
屆加博會共吸引 15 個省份及港澳地

區的 859 家知名企業參展，其中三分之一
為港資企業，約 280 家。此外，歐美工商
會、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等近20個境外機
構組團參會，預計國際買家將至少翻一
倍，超過4,000人。

手錶附加體測功能
記者走訪了展會上多家港資企業發現，
多數參展產品都融入了高端智能元素。香
港得利鐘錶在現場展出了多款紀念手錶，
其中有着傳統復古外形的世家智能手錶，
外觀雖與普通機械手錶無異，卻具有體能
測試、休息提醒等功能，還可與手機聯網
進行來電提醒。
為了迎合熱點，得利鐘錶還特意推出了
一款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腕錶。銷售經
理陳女士稱，「這款紀念錶將在今年 6 月
香港回歸紀念日前夕正式推出，有男女兩
種款型，皮質錶帶也有多種選擇。」她還
強調，作為擁有自主品牌的鐘錶企業，得

利一直堅持在瑞士製造，對接中高端市
場。
得利鐘錶董事長梁偉浩告訴記者，
「加博會對得利鐘錶來說意義重大，以
前的每屆加博會我們都有參加，加博會
對企業開拓內銷市場很有幫助，比如
2015 年，我們擁有的『世家』品牌內銷
增長了 58%。」

電商平台設旗艦店
作為一家有30年歷史的老品牌，香港德
國寶在加博會上展出的多款智能廚房電器
吸引了不少採購商諮詢。據德國寶內地市
場部吳經理介紹，德國寶早年主營熱水
器，近年根據市場走向開始研發推出廚房
用小家電。「我們從2008年開始面向內地
市場，去年內地銷售總額已經達到 1 億元
人民幣。」他認為，該品牌在內地仍以中
高端市場為主，消費者亦普遍對德國技術
比較放心。
吳經理還表示，目前德國寶在天貓、京
東等電商平台都開設了旗艦店，網絡銷售

份額已佔到總銷售額三成左右，預計今年
銷量將達到去年的1.5倍。

港企獲「三同」認證
據悉，此次加博會還首次引入「三同」
產品概念，即參展產品與出口產品同一生
產線、按相同標準生產、具備相同質量水
平。在 6 家東莞首批「三同」產品試點的
企業中，龍昌、太達等香港玩具廠商也名
列其中。
作為東莞知名玩具企業，龍昌已連續
參加多屆加博會，借助展會平台向國內
外採購商持續輸出的同時，也獲得很多
互動合作機會。今年龍昌參展的產品，
大多融入了科技元素。龍昌數碼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梁鐘銘表示，在獲得「三
同」產品認證後，將更有利於產品「走
出去」。「在東南亞、非洲、中東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聚集的地區，還
有很大的市場等待發掘。我們現在正在
努力研發教學類玩具，未來會在這些地
方重點推廣。」

港珠寶展向內地企業伸橄欖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在加
博會的國際潮流服裝服飾展區，有不少內地珠
寶首飾企業參展，其中曜輝、寶珠、亮點等企
業都展出了富有設計感的項鏈、手鐲等。
在首飾展區附近，還專門設有香港珠寶
展覽協會的展位。珠寶展覽部副買家推廣經
理吳家聰告訴記者，此次協會參展，旨在邀
請更多內地珠寶企業參加今年 9 月的香港珠
寶首飾展覽會。
據吳家聰介紹，近年內地珠寶企業發展
迅速，去年舉辦的香港珠寶首飾展中，內地
參展商佔到參展商總數的一半。他認為內地
珠寶行業在國際上已有一定優勢，在過去香
港珠寶類展覽中，內地企業對不銹鋼、骨瓷
等低成本材質有很好的運用，「物美價廉的
產品對消費者來說吸引力是最大的，而香港
業內的優勢則突出表現在品牌知名度和設計
元素上」。他坦言，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
未來內地珠寶企業在國際上都將越來越有知
名度。

國台辦原副主任龔清概受賄囚 15 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原副主任龔清概受賄案一審昨日在河南安
陽宣判，依法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 15
年，根據官方公佈的內容，龔清概的所有
貪腐行為，全部發生在其在福建任職期
間，未提及涉及國台辦任內。
官方履歷顯示，龔清概，1958年6月出生
於福建石獅，曾任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
副主任。2016年1月，中紀委官網消息稱，
龔清概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決定，
依法對龔清概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採

取強制措施。
今年 2 月 22 日，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
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龔清概受賄一
案。
經審理查明：199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
龔清概先後利用擔任福建省晉江市人民政
府市長、中共晉江市委書記、福建省南平
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綜合
實驗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兼管理委員會主任
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或個人在徵
用土地、工程建設、調整規劃等事項上提
供幫助，索取或非法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
財物共計5,352.9186萬元人民幣。

檢舉揭發多人違紀違法線索
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龔清
概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龔清概到案
後，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
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
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
繳；檢舉揭發多人違紀違法線索，具有法
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對其從
輕處罰。法庭遂依法對被告人龔清概以受
賄罪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並處沒收個人財
產 500 萬元人民幣；對龔清概受賄所得財物 ■龔清概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網上圖片

南方日報：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的旗幟、奮進的
旗幟、勝利的旗幟。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在對廣東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強調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新起點上開創
廣東工作新局明確了根本方向。《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廣東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必須始終高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始終堅定不移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文章指出，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
成敗第一位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
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實踐中推進和發展
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從黨和人民事業全局出發，圍繞建
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一系列
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文章談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的
重要批示，既着眼全局又立足實際，為廣
東發展準確把脈定位，是總書記治國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廣東的展開和具體
化，是實事求是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指導發展實踐的典範。
文章進一步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時
刻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

鬥爭。要以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戰略思
想為指引，深刻領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總依據、總佈局、總任務，堅持人民
主體地位，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
根本任務，把改革開放作為必由之路，維
護社會公平正義，增進共同富裕，促進社
會和諧，走和平發展之路。必須毫不動搖
堅持黨的領導，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香港珠寶展覽協會在會場邀請內地珠寶
企業赴香港參展。
記者帥誠 攝
此外，第一次亮相加博會的東莞卡蔓時
裝有限公司全國大區經理葉曉軍表示，公司
此次帶來了卡蔓今年的春夏新款服飾，包括
一些高級定製款。他透露，目前公司在香港
專門組建了一個設計團隊，借助香港的國際
化優勢，吸收歐美時尚元素並轉化為適合內
地消費者的材質。

「河北政法王」張越
受賄逾1.57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
道，江蘇省常州市中級法院昨日一審公開
開庭審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
原書記張越受賄一案，張越被控受賄超過
1.57 億元（人民幣，下同）。他當庭表示
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現年 56 歲的張越，在 1979 年到 2003 年
間的 20 餘年中一直服役於北京市公安
局，歷任北京市公安局一處處長、公安局
副局長等；2003 年轉調公安部任職，任
公安部二十六局（反邪教局）局長；2007
年，張越前往河北任職直到落馬。在河北
9 年間，歷任河北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廳
長，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位高權
重，人稱「河北政法王」。
據悉，常州市檢察院指控：2008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張越利用其擔任中共河
北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公安廳廳長，中共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河北隆基泰和實業集團等單位和郝
荊州等個人在土地開發、工程承攬、案件
處理、職務晉升等事宜上謀取利益，直接
或通過特定關係人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
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57885012
億元。張越主動到案並如實供述了自己的
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大部分涉案贓款贓
物已依法查封、扣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