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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交會六月在穗舉辦

第四屆中俄博覽會下月中冰城啟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昆山報道）「第六屆世界工商領袖（昆

山）大會」日前在江蘇昆山舉行，與會的工商領袖呼籲各國共同維護和推

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抵制新的貿易壁壘形成。

世界貿易組織（WTO）副總幹事易小准
在會上指出，2016年，全球貨物貿易

量的增長跌至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增幅僅
為1.3%。2017年第一季度，包括出口訂單、
集裝箱港口流量和空運貨物量在內的相關貿
易指標均出現上升，這表明今年貿易增長勢
頭加強，但是一些消極因素的出現會抵消這
些積極的跡象。

關注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張偉也表示，當前反全

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抬頭，多邊貿易體制面
臨着一些挑戰。
在此背景下，他代表中國貿促會和中國國

際商會，呼籲各國貿易投資促進機構和商協
會消除商品和要素跨國流動的阻礙因素，疏
通簡化貿易程序，消除貿易壁壘，降低貿易
和投資成本，推動建立全球貿易便利化的體
系，提高區域經濟循環速度和質量，實現互
利共贏。
南非自由州省財政和經濟副省長瑪拉克尼

說，全球範圍內的各個經濟體都是緊密相連
的，必須共同攜手合作，來建立相應的規
劃，共同參與全球經濟建設。
澳洲駐華使館一等秘書戴俐說，《中澳自

由貿易協定》實施一年半以來，可以看到很
多成功的結果，兩國都有很多企業從中受
益，雙邊貿易額也已經提高了很多。

中外工商領袖倡抵制貿易壁壘

■世界貿易組織（WTO）副總幹事易小
准表示，今年貿易增長勢頭加強。

賀鵬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
吳千哈爾濱報道）以「激活合作熱點，推動
創新發展」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俄羅斯博
覽會和第二十八屆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
洽談會將於6月15日至19日在哈爾濱舉行。

共舉辦59項活動
本屆博覽會期間共舉辦59項活動。其
中，中俄兩國領導人出席活動3項；中俄兩
國共辦活動22項；黑龍江省舉辦活動32
項；省外舉辦活動2項。各項活動圍繞主題

緊密展開。另外，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文
藝演出、體育比賽、油畫展等豐富多彩的
文體活動。
截至5月14日，已有41個國家和地區的
企業確認參展，與在黑龍江省舉辦的第二
屆中俄博覽會相比，參展國別增長95%，
國外參展企業確認展位691個，合計淨展覽
面積6,219平方米，展覽面積佔整個A，
B，C展廳面積的一半。吉爾吉斯斯坦、緬
甸、土耳其、奧地利、塞浦路斯、巴西、
馬里、烏干達、肯尼亞均為首次參展。

內地方面，共有28個省（市、自治區、
直轄市）參展，參展省（市）較第二屆增
長40%，展位數達到1,511個。

■新聞宣傳工作會議現場。 于海江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據
悉，第六屆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
覽會將於6月23日至25日在廣州舉辦，本
屆展會將專設國際及港澳台金融展區，主
動對接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據了解，本屆金交會將設立國內金融合

作交流展區、國際及港澳台金融展區、地
方金融展區、海外資產配置展區等，主動
對接廣東省金融辦、廣州市金融局、香港
交易及結算所，推動粵港金融合作論壇落
戶金交會，舉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金融
合作研討會、穗台金融論壇等，促進金融

對外交流合作。

專設港澳台金融展區
此外，本屆金交會還將設立銀行展

區、證券基金期貨展區、保險展區、金
融集團展區、金融科技展區、消費金融
展區等，參展機構將打造金交會系列專
屬產品及服務，力促交易，為經濟發展
提供新動能。

青島港全自動化碼頭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
道）載箱量13,386TEU的集裝箱船「中
遠法國」日前在青島港全自動化集裝箱

碼頭106泊位靠泊作業。整個碼頭現場
「空無一人」，生產作業卻「行雲流
水」，這是當今世界最先進、亞洲首個
真正意義上的全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實
現了全自動化碼頭從概念設計到商業運
營的新紀元。
該碼頭位於前灣港區四期5-10泊位，

岸線長2,088米，縱深784米，前沿水
深-20米，年通過能力520萬TEU，可停
靠世界最大的20,000TEU以上的集裝箱
船舶，首期2個泊位投入運營。碼頭由青
島港集團主導，精準規劃佈局，融合物聯
網等尖端信息技術，數十家合作方參與，
僅用3年多時間完成了國外同類碼頭8-10
年的研發建設任務，建設成本僅為國外同
類碼頭的75%左右。

■世界最先進、亞洲首個真正意義上的
全自動化集裝箱碼頭正式投入商業運營。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蘭州新區建新能源汽車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肖剛 甘肅報道）

銀隆新能源蘭州廣通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
近日在蘭州新區開工建設，珠海銀隆新能
源有限公司第二大股東、格力電器股份董
事長董明珠出席開工儀式。總佔地1,000
畝、總投資25億元（人民幣，下同）的
該項目分兩期建設，主要生產新能源客車
整車及動力系統電池，項目一期預計
2018年5月建成投產，一、二期全部建成
後預計年產值將達30億元。
銀隆新能源蘭州園區總經理、蘭州廣通

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健介紹，項

目一期佔地672畝，投資10億元，建設年
產3,000輛新能源客車整車廠，二期佔地
230畝，投資15億元，建設配套動力系統
電池廠。此外，在市場及配套資源允許的
條件下，將追加投資20億元建設佔地600
畝的項目三期，實施一期客車生產擴能至
5,000輛和年產能3億安時的儲能電池兩個
項目，使年產值達到50億元。
蘭州市市長、蘭州新區管委會第一主任欒
克軍表示，該項目正式開工建設是蘭州新區
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以及加快蘭州市和甘肅
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件大事。

成都高新自貿區日均落戶近100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自4月1日中國（四川）自由貿易示
範區掛牌以來，當地成為資本追逐熱點地
區，市場反應極為活躍。 日前從成都高
新區傳出消息，截至4月30日，成都高新
自貿試驗區新登記市場主體1,820家，註
冊資金168億元(人民幣，下同)，佔四川
自貿試驗區新登記市場主體9成。按工作
日計算，平均每天落戶企業近100家，吸
引投資超300億元。
成都高新區是四川自貿試驗區核心區

之一，主要位於成都高新南部園區，面積
29.86平方公里，涵蓋成都金融城、天府

軟件園、環球中心、新國際會展中心、菁
蓉國際廣場、新川創新科技園等區域。該
區對比上海自貿區經驗，「先行先試」54
項改革，並協同推進「1+N」工作機制。
接下來，該區還將面向全球招聘自貿區建
設專業人才，籌建「國際頂級科技園區合
夥計劃委員會」，積極探索「政府職能+
市場主體」相結合的公共治理模式。
「目前，成都高新區正在着手打造雲

端政務服務平台，實現企業雲註冊、雲監
管。」成都高新區有關負責人說，今後，
企業申領證照可借助雲端服務平台，足不
出戶便可享受優質政務服務。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工業總會（工
總）主席鄭文聰日前
宣佈，2017 年「香
港青年工業家獎」暨
「傑出工業家獎」開
始接受提名。
適逢今年為「香港
青年工業家獎」成立
30周年，鄭文聰表
示，獎項有三個主要
目的：公開表揚成就
卓越、對香港經濟及
社會發展有傑出貢獻
的年輕工業家；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工
業，為香港工業注入新血，推動創新；以
及向社會各界彰顯工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
和重要性。
他說，獎項的評審委員非常看重參選人
的創新意念，在科研、技術的應用，以及
發展品牌的能力。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成
功的工業家必須追得上科技的高速發展，
尤其懂得應用科技和創新，才能在激烈競

爭的市場脫穎而出。
據悉，工總在1988年主辦第一屆「香港

青年工業家獎」，自2002年開始設立了
「傑出工業家獎」，每年讚揚一位在工業
界有出色成就、具代表性的工業家。每年
邀請不同界別的資深人士組成評審委員
會。今年評審委員會主席為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主席馬時亨。獎項獲多家機構贊助及
支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已連續超過10年舉辦
「中學生獎學金」計劃，積極培育下

一代，鼓勵香港青年學生好學奮進，發揮個
人潛能，營造濃厚的學習氛圍。今年是香港
回歸祖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為
全面支持青少年人才的培養， 助其實現人
生理想，該行進一步賦予「中學生獎學金」
計劃新的豐富內涵，圍繞「中國夢」主題，
啟動「共享中國夢——交通銀行香港中學生
獎學計劃」，期望更多的中學生投入更高學
習熱情，以香港、祖國的長期繁榮穩定為使

命，力爭上游，學有所成。
壽福鋼於啟動儀式致辭時表示：「青年興

則民族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我們將繼續秉
承交通銀行『以和諧誠信為基石、不斷追求
自身超越、與社會共同發展』的責任宣言，
切實履行百年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為教
育、為社會盡一份綿薄之力，為共同實現
『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據悉，該項獎學計劃本年度總金額為30萬

港元，將資助60名本地合資格中學生，與
該行在今年3月發起的「共享中國夢——交

通銀行香港大學生獎學計劃」均為本地青年
學生在不同求學成長階段提供資助，充分體
現交通銀行在推動青少年人才培養方面不遺
餘力。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植根香港、服務香港

逾80年，在業務加速發展的同時，更積極
投身社會公益事業，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特別是在教育方面，持續加大支持力
度，熱誠關愛青少年成長，積極培育社會
下一代，全面展現交通銀行良好企業公民
形象。

日前，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獲
邀出席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
廳舉行的「第十五屆世界傑出華
人獎」頒獎典禮，並以主禮嘉賓
身份頒授「世界傑出華人獎」殊
榮予獲獎者，包括香港科技大學
校長陳繁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
術館館長李焯芬，以及全國政協
委員劉業強立法會議員。同場亦
頒發「首屆世界傑出華人青年企
業家獎」予香港海洋（中國）有
限公司主席陳慧玲等。
頒獎典禮現場逾千人匯聚，是
屆頒發的獎項為歷屆最多，大會
特別邀請全國政協常委及聯合國和平藝術
家韓美林大師、全國政協常委及香港友好
協進會會長戴德豐等。
楊受成作為世界華人協會永遠榮譽會
長，一直積極推動海內外華人的交流與合
作，透過參與社會不同活動及慈善項目，
務求凝聚全球華人力量，鼓勵更多華人熱
愛祖國及熱心投身公益事務，促進社會和
諧發展，貢獻屢獲各界肯定，包括上月於

「第十四屆（2017）中國慈善榜」獲頒
「終身成就獎」。
「世界傑出華人獎」由世界華商投資基

金會在 2003年創辦，頒贈予在世界各地不
同領域中努力不懈，熱心投身公益事務，
並在各專業範疇中表現傑出、貢獻良多之
華人，其中包括諾貝爾得獎者、政界、商
界、科研界、教育界、傳媒界、文學界、
影視界等知名人士。

■孟羽（左）與文穎怡（中）及關穎斌一起主持是次獎學計劃儀式

■鄭文聰（中）與一眾贊助機構代表合影

「香港青年工業家獎」暨「傑出工業家獎」接受提名

楊受成獲邀頒發「第十五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日前舉行「共享中國夢——交

通銀行香港中學生獎學計劃」啟

動儀式，香港分行行政總裁壽福

鋼出席並主持是次活動。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議會及中學）連庭傑、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副巡視員

張總明、東華三院第三副主席暨

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文穎怡、漢

華中學校長關穎斌及交通銀行香

港分行副行政總裁孟羽出席並擔

任主禮嘉賓。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啟動中學生獎學計劃

■楊受成（右）與戴德豐（左）頒獎予劉業強

近日，香港岳陽聯誼會成立暨就職典禮假
灣仔香港萬麗海景酒店隆重舉行，恆富金融
集團董事長王富貴任首屆會長。湖南省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黃蘭香，解放軍駐港部隊少
將、政治部主任周吳剛，中聯辦社聯部部長
李文，湖南省岳陽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
主任胡忠雄等蒞臨主禮。典禮筵開27席，近
400位貴賓及各界同仁共襄盛事，場面熱鬧
非凡。
香港岳陽聯誼會會長王富貴致辭表示，很

榮幸成為首屆會長，同時也倍感責任的重
大。「凝聚湘商、復興湖湘文化是我們這一
代湘商的歷史使命。」王富貴認為，作為旅
港岳陽人應當情牽兩地，努力增強岳陽人在
港的凝聚力和影響力，為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促進港岳兩地文化交流合
作盡一分力量。最後，他表示
自己有信心和決心將香港岳陽
聯誼會做大做強，發揮自身優
勢，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推動香港和湖南間的交流合
作，努力把該會打造成為岳陽
在香港的一張新名片。
香港岳陽聯誼會是以「情感

交流、資源共享、濟困扶危、
助學興商、服務港岳」為宗
旨，團結在港所有愛國愛港愛
家鄉岳陽人的非盈利民間團體，是一個聯
絡、交流、互助的平台。成立該會旨在為在
港岳陽人提供一個同鄉聚會、溝通感情、互

幫互助、資源共享、搭建人脈關係的平台，
同時促進同鄉會間商務交流合作，共同為建
設港岳兩地出力。

■左起：李文、周吳剛、黃蘭香、王富貴、胡忠雄為香港岳
陽聯誼會舉行揭牌儀式。

香港岳陽聯誼會成立暨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