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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設300萬獎金鼓勵創新
建渝版「中關村」培養人才 聚「雙創」企業驅動發展

9月廈洽會打造國際投資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2017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將於9月18至21日舉辦。 廈門市副
市長韓景義日前在北京表示，本屆

廈洽會將緊抓金磚國家廈門會晤的發展
契機，為全球投資界和金磚國家深化合
作開創新機遇。記者了解到，本屆廈洽
會境外參展踴躍，已有美國、日本、澳
洲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確定參展。
據主辦方介紹，今年廈洽會主要把握

「金磚」機遇，打造國際投資權威平
台，將舉辦「金磚國家商品展」、「金
磚國家電子商務」專題論壇、針對金磚
國家舉辦相關項目對接活動。

福
－
建

貴州築夢「一帶一路」 盼拓湘歐班列貴陽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兩江新區近日新出台
一項鼓勵創新的政策，將對新區內獲批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工程實驗室的機構，一次性獎勵300萬元（人民幣，下同）——這是近
年兩江新區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舉措之一。目前，龍頭企業引
領、中小型企業支撐、小微企業快速發展的兩江新區創新創業格局基本
形成。兩江新區正加快經濟新動能轉換，努力建設「西部創新中心窗
口」、重慶的「中關村」，為創業者們提供栽培夢想的土壤。 穗投逾3000億推航空樞紐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廣州建設國際航空樞紐的步
伐進一步加快。17日，廣州市政府
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推進廣州國

際航空樞紐和臨空經濟示範區建設三年
行動計劃（2017—2019年）》。根據該
計劃，3年內，廣州國際航空樞紐和臨空
經濟示範區在基礎設施、航空維修、航
空物流等領域計劃推動重點項目76個，
項目總投資接近3,000億元（人民幣，約
合港幣3,486億元）。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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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試點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此間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獲悉，山東省在全國
率先開展了企業標準「領跑者」制

度建設及試點工作。濟南二機床集團有
限公司等8個企業標準為首批山東省企
業標準「領跑者」。
按照國標委部署，山東省試點工作突

出以標準促進新舊動能轉換，圍繞產業
轉型升級中先進標準不足、先進技術快
速產業化、國貨質量和消費信心不足等
問題，重點放在高端裝備製造、消費品
等行業和環保領域，選取發佈一批主要
指標領先、技術水平領先的企業標準，
擴大先進標準的有效供給。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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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總面積15.5萬平方米的重
慶互聯網學院開院辦學。這是國內首

家以互聯網命名的學院，學院以「實訓+就
業」、「培訓+創業」和再培訓的教育模式
進行試點。目前，重慶NIIT軟件學院、東
軟睿道、網龍教育等9個重點項目和12家
合作高校已經入駐重慶互聯網學院，它們
將為兩江新區乃至重慶互聯網產業的發展
提供人才支撐。而這僅是兩江新區建設創
新創業載體和眾創平台的一個縮影。

示範基地落實「雙創」試點
去年5月，國務院批准確立了全國首批
28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範基地，重慶兩
江新區位列其中。兩江新區快速成立相應
機構，加快編制「雙創」示範基地工作方
案。該方案切實解決政策落地「最後一公

里」問題，提出圍繞實現國家戰略定位，
全面提高開發開放水平，以「一帶一路」
和長江經濟帶重大戰略部署以及中新戰略
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為牽引，開展「雙
創」政策的先行先試，集聚創業創新資
源，打造「雙創」企業集聚區和「雙創」
人才高地，構建充滿活力的「雙創」生態
系統，為兩江新區建設成為「西部創新中
心窗口」和內陸開放高地提供戰略支撐。
目前，兩江新區已建成騰訊（重慶）、

賽伯樂（重慶）等32個眾創空間，入駐企
業547家；建成國家級眾創空間5個和專業
孵化器7個，總面積超10萬平方米。

推進知識產權綜合改革
由於兩江新區聚集眾多新興產業、高新

產業、外向型產業，因此推進知識產權綜

合改革是發展重點。目前，兩江新區已啟
動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園區建設，並在設立
知識產權法庭基礎上，新設立重慶汽車摩
托車知識產權快速維權中心。該新區先後
組織50餘家企業200餘人次開展大規模企
業知識產權培訓4次，並對全區500餘家企

業開展各類知識產權宣傳輔導。
不僅如此，兩江新區還以重慶互聯網學

院為依託，加強與國內外有影響力的高
校、培訓機構和龍頭企業合作，協同培養
符合兩江產業發展的專業技能技術人才，
打造創新人才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滿載着中國電子、鞋服、光纜、機械零配件
等大宗商品的第五趟湘歐班列，當地時間8
月2日17時、北京時間23時順利抵達匈牙利
布達佩斯，預示該班列已步入向常態化運
營，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開展貿易的空間進一
步拓展。
該趟班列7月17日從長沙出發，由中國二

連浩特出境，途經蒙古、俄羅斯、烏克蘭等

地，目的地匈牙利布達佩斯，全程約1萬公
里，用時16天。
作為該班列指定運營方，貴州盤江集團旗

下物流公司全資子公司中亞寶豐公司，擁有
蓉歐、鄭歐、義新歐等多條中歐班列精品線
路的實操經驗，有效地解決了裝配、倉儲、
運輸、通關等一系列操作，為班列的順利運
行提供有效保障。
築夢「一帶一路」是貴州盤江集團新的業務

拓展方向之一。盤江物流透露，「從貴陽出發」
就是下一步湘歐班列拓展的重點。該計劃的要
點，就是對接貴州地方政府，協調貴陽段發車
至長沙，在長沙加掛上湘歐班列。「從貴陽出
發」將優化貴州國際物流發展格局、促進貴州與
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提升貴州內陸交通區位價值、
支撐貴陽及周邊中心城市建設等發揮更加突出的
作用，成為貴州對接「一帶一路」國家建設的重
要載體和有效抓手。

■重慶兩江新區已建成騰訊（重慶）、賽伯樂（重慶）等32個眾創空間，入駐企業547
家。圖為位於兩江新區的博恩互聯網金融眾創空間二維碼牆，包含了數百個合作企業的
二維碼。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今年今年55月月2727日日，，首趟湘歐班列開首趟湘歐班列開
行行。。 貴州盤江集團供圖貴州盤江集團供圖

港企助力雲茶接軌國際

租賃政策出台 需警惕租金漲

山東新能源汽車
上半年產銷均增逾倍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譚旻煦昆

明報道）以「茶為國飲 普洱養生」為主題
的第十二屆中國雲南普洱茶國際博覽交易
會，於日前在昆明舉行，來自港澳台地區
及日本、老撾、韓國等國家和內地1,000多
位專業客商蒞臨大會，開展商貿洽談活
動。

茶博會涵蓋國內外品牌
本屆「茶博會」展覽總面積2.1萬平方
米，設1,180個國際標準展位，600多家企
業，雲南本土參展企業佔57%，省外企業
佔33%，國外企業佔10%。產品品類覆蓋
六大茶類、茶具、茶服、茶工藝品、茶包
裝、茶機械等。茶博會不僅涵蓋雲南省內
各茶葉主產州市、重點縣區知名茶葉生產
加工企業，還有來自省外及香港、台灣地
區品牌茶企，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斯
里蘭卡、老撾等國際茶品牌參展。

普洱新華國茶受關注
在昆明國際會展中心6號館名茶薈萃館，
普洱新華國茶有限公司展出的精品普洱及

新上市的普洱茶禮盒套裝吸引了眾多客商
目光。據介紹，普洱新華國茶有限公司由
香港新華集團和普洱市共同出資組建。
雲南是世界茶樹核心發源地，是普洱茶

的原產地、滇紅茶的故鄉。「普洱茶」公
共品牌價值達60億元（人民幣，下同），

位居全國茶葉區域公用品牌第一位；滇紅
茶品牌價值達18.21億元，位居全國第25
位。
今年首5月，雲南茶葉種植面積615萬
畝，採摘面積580萬畝，春茶總產量15.5萬
噸，實現工農業總產值124.2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據悉，今年上半年山東共完成汽車產
銷 100.7 萬輛和 101.7 萬輛，同比增長
8.3%和 8.4%。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銷3.4
萬輛和 3.3 萬輛，同比增長 135.8%和
143.2%。增速均高於同期全國水平。
山東省汽車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

書長魏學勤在此前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發展新能源、智能聯網汽車成為未來

重要趨勢。
據魏學勤介紹，上半年山東省汽車行

業累計完成主營業務收入2,946.7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6.1%；工業總
產值2,340.3億元，同比增長44.7%；工
業增加值259.6億元，同比增長47.3%；
實現利潤147.3億元，同比增長39.5%；
實 現 利 稅 207.13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3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7月以
來，全國各熱點城市相繼出台有關支持樓
市租賃的政策，目前12個大中城市先行
試點住房租賃，此外上海、成都等亦有鼓
勵租賃發展措施出台。目前探索租賃被認
為是房地產調控的創新手段，但也有業內
人士表示要避免租房「賦權」以及過多商
業機構介入帶來的租金非理性上漲。

12城先行試點住房租賃
記者梳理後發現，目前內地有10多個

城市都開展了租賃市場的探索，住建部已
會同有關部門選取了廣州、深圳、南京、
杭州、廈門、武漢、成都、瀋陽、合肥、
鄭州、佛山、肇慶等12個城市作為首批
開展住房租賃試點的單位，其中不少都提
及要「租購同權」。
而上海方面，則在近期發展了首批租

賃房用地入市，從土地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出發，推進租售並舉，並計劃在「十

三五」期間供應340公頃的租賃住房用
地。
此外，昨日成都也傳來消息，稱年內

將建3至4家國有住房租賃公司，並計劃
到2020年，培育和發展不少於50家機構
化、規模化租賃企業。
業內普遍認為，大力發展租賃可以使

得一部分購買需求轉移到租賃市場上，並
使得房屋回歸居住的本來屬性。但亦有部
分人士稱要警惕租賃或帶來的租金非理性
上漲問題，經濟學者盤和林撰文表示，租
房如簡單地進行賦權，而不是均衡優質教
育資源，那「租購同權」或會進一步推高
學位房的租賃價格，進而推高學位房的售
價。
另外，還有上海某二手房平台從業人

員向記者表示，目前很多房企巨頭也紛紛
介入租房市場佈局長租公寓，如商業機構
的過度介入，從而壟斷某些區域的房源，
到時也極易引發房租的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成
都高新區日前對外發佈《關於支持電子信息
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簡稱「《政
策》」），加快建設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構
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特色產業基地。
近年，隨着全球新一代信息技術和「中
國製造2025」的深入推進，以集成電路為
代表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迎來高速發展時
期。《成都市產業發展白皮書》提出，將通
過「電子信息製造業與軟件產業共同推動電
子信息產業實現跨越發展，成為成都首個萬
億產業集群，打造全球電子信息先進製造基

地和世界軟件名城。」

重點支持四大優勢領域
為加快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發展，成都高
新區財政出資50億元（人民幣，下同）建
立產業發展母基金，吸納國內外知名專業資
本設立聚焦重點領域的專業基金，合計總規
模不低於500億元，重點支持集成電路、新
型顯示、信息終端、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四
大特色優勢領域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發
展，到2022年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力爭達到
7,000億元以上。

成都高新區設500億基金打造IT集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青
島市統計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上
半年該市實現生產總值5,075.08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7.7%。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增長7.1%；進
出口總額2,519.8億元，增長26.3%。

服務業增勢良好
據青島市統計局副局長張德祥介

紹，該市上半年服務業增勢良好。
金融業增加值 325.38 億元，增長
8.3%；房地產業增加值 268.75 億
元，增長10.1%；營利性服務業增
加值504.09億元，增長12.1%。
「投資領域也傳遞出以重大項目、

重大工程為引領的促進投資轉型發展
和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積極信號」，
張德祥表示，億元以上產業類項目投
資向好，完成投資1,666.9億元，增
長31.8%；竣工項目209個，增長1.4
倍。

青島市上半年
GDP增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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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工人在山東沂星電動汽車生產車間內為電動客車安裝設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