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大米作為中國人的主食，

其安全性一直受國人關注。在寧夏，一位名叫麥意琳的農民，通過十年

的努力以及科技創新，發明了水稻「質數種植模式」，用能量化的數

據，解決了水稻生產的高產與高品質無法統一的難題，實現了北方粳稻

的高產量種植。經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等5個權威國

家檢測機構檢測，寧夏質數大米均未檢測出農藥殘留，而鈣、鐵、鋅、

硒、磷等微量元素遠遠高出其他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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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續開發優質大米市場

中國工程院院士曹福亮、中國水稻研究
所教授金連登等11位專家一致認為，

「質數大米」是全國少有的農殘零檢出大
米，屬於目前國內頂級的高品質、富營養
大米，其品質主要指標和口感可與世界知
名大米相媲美。

種植面積10年將擴至10萬畝
麥意琳介紹道：「寧夏質數大米品質優

良，色潔、油潤、味香，蛋白質、脂肪含
量尤高。然而在全國市場佔有率卻十分有

限，13多億國人中能夠品嚐到寧夏大米的
消費者更是少數。遺憾的是規模太小。」
他告訴記者，目前他們打造寧夏「質數
大米」品牌的工作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
伐，未來10年將把「質數大米」種植面積
擴大到10萬畝。
在寧夏永寧縣望洪鎮農豐村曹東現代農

業專業生產合作社的有機水稻種植基地
裡，當地種植戶告訴記者，最近正和自治
區一家大型糧食加工企業談一筆1,000畝有
機水稻的訂單合同，等下半年水稻通過國

家有機產品正式認證後，價格就可以再翻
一番，銷路也會更好。

獲最終認證將優質優價
根據國家規定，第一年認證的有機水稻

只能獲得有機轉換產品認證證書，其產品
只能以普通水稻價格出售；第二年再進行
認證後，產品可使用「有機轉換產品認證
標誌」，價格仍低於有機水稻市場價格；
第三年再次通過認證後，產品才可以使用
「有機產品認證標誌」，真正實現優質優
價。
然而農牧廳一位負責人表示，寧夏目前

真正通過最終認證的有機大米並不多。據
了解，到2012年，寧夏通過國家相關機構
認證的22家有機(轉換)水稻生產企業中，有
18家實際上都仍處在轉化期內。
寧夏興唐米業公司負責人介紹說，目前

整個有機大米市場處於一種培育狀態。儘
管公司目前已有通過最終認證的有機水稻
生產基地，但每年生產有機米僅600噸，僅
佔企業總產量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
萍 廣西報道）記者日前從
南寧市政府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獲悉，2017年南寧市外
貿進出口首次突破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
出口首次突破250億元，達
到 275.7 億元，同比增長
35.8%；進口首次突破300
億元，達到331.3億元，同
比增長61.6%。

對港增超30%
據邕州海關統計，2017
年南寧市貨物貿易進出口達
607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48.8%。在貿易夥伴方面，
2017年南寧市與175個國家
和地區有貿易往來，其中與
香港、美國、台灣、東盟和
澳大利亞進出口增幅均超過
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上海報
道）江蘇持續加大紡織服裝業改造步
伐，開展以「機器換人」為主的技術改
造、加快推進智能製造及加大中高端新
產品研發力度，令此傳統產業「老幹生
新枝」。江蘇省紡織工業協會會長謝明
近日在第20屆江蘇服裝節新聞發佈會上
披露，至2017年，江蘇紡織業已連續八
年保持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規模，產銷
規模繼續位居全國第一。
據謝明介紹，江蘇紡織業2017年實現

主 營業務收入
1.39 萬億元，佔
內地紡織行業的
20.1%；實現利潤
總額806.7億元，
佔內地紡織行業
的 21.4%，增長
9.8%，增速高於
內地紡織行業2.9
個百分點；出口
額為 489.67 億美
元 ， 同比增長
7.76%。

南京服裝節設智能裝備展區
江蘇省將於今年9月7日至9日在南京

舉辦國際服裝節，將特別設置智能裝備
展區。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王志忠表
示，該省紡織行業擁有規模以上企業
7,837家（含紡織機械），目前紡織企業
開展以「機器換人」為主的技術改造，
加快推進智能製造，紡織行業信息化與
工業化高端融合發展水平指數高於內地
同行業平均水平20%以上。

江蘇紡織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

■江蘇國際服裝節相關活動的組織單位與海安縣人民政府、常州
普嘉服飾科技有限公司、青島海爾洗衣機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
議。 記者陳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明 天津報道）中
國（天津）國際工業博覽會昨開幕，來自全
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200多家製造業知
名企業參展，其中包括來自內地機床、機器
人、自動化、智能製造、激光行業的各大龍
頭品牌。展會信息顯示，就產值而言，中國
已成為全球工業第一大國，並且在多個高端
製造領域達到或領先國際水平。

第14屆天津「工博會」展出面積近9萬
平方米，規模超過歷屆，啟動天津梅江會展
中心（一期、二期）全館。中國機械工業聯
合會執行副會長張克林在現場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天津工博會舉辦十四年
來，已經從以中國參展企業為主實現了國際
化的轉變，已成為國內裝備製造業非常有影
響力的品牌展會。

天津工博會吸各大龍頭品牌亮相

■天津國際
工業博覽會
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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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位於成都天府軟件園的國內基因檢
測領跑者成都23魔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前宣佈完成新一輪融資，融資額1億元
（人民幣，下同），由經緯中國領投，
雅惠醫療、漢王科技、德商奇點跟投。

自2015年成立以來，「23魔方」已累計
完成五輪融資，總額近2億元，成為國內
消費級（DTC）基因檢測領域公開融資
規模最大的企業。
「23魔方」成立於2015年3月，公司
已累積15萬檢測用戶，已成為全球消費
級基因檢測公司中以中國人樣本為基礎
的最大數據庫，並在以每季度100%以上
的速度增長。

基因檢測新技術令成本大降
2017年4月，「23魔方」發佈第三代基
因檢測服務，還相繼推出蠶豆病、ABO
血型、乳糖不耐受等多個全新項目。同
時，其祖源檢測板塊迭代為2.0版，能夠
檢測亞歐非40種民族血統，為目前國內
最多。這些新技術催生成本大幅降低，
2017年8月，公司將個人基因檢測服務費
從999元直降到499元，引發市場巨震。

「23魔方」獲1億新融資

■「23魔方」基因檢測唾液採集器。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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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氏基金會
再度支持香港藝術節
繼去年後，查氏基金會今年再度支持香港藝術節，為第46屆
香港藝術節焦點節目之一《芭蕾小忌廉》3月22日的首場演出贊
助。
美國芭蕾舞劇院遠道由美國紐約州來到香港，為觀眾帶來由阿

列克塞．羅曼斯基編舞的《芭蕾小忌廉》。羅曼斯基被譽為當代
最重要的芭蕾舞編舞之一，這次與美國著名流行文化畫家馬克．
雷登攜手合作，為理察．史特勞斯的美妙音樂帶來栩栩如生的人
物，以及別出心裁的服裝造型。
故事講述一眾由頂尖舞者化身而成的王子及公主，合力拯救因

吃得太多甜點病倒被困醫院內的小男孩，目的是為觀眾的兒童初
心創造一個如真的甜夢世界。此劇目將於2018年3月22日至25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
查氏基金會除了慷慨贊助《芭蕾小忌廉》3月22日的演出外，
亦將邀請一群較少機會接觸藝術的本地學生欣賞是次世界級芭蕾
舞表演，並安排學生在觀賞演出前參加特別為他們而設的導賞講
座，期望學生能得到最深刻和具教育意義的藝術體驗。
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何嘉坤表示：「香港藝術節致力豐富本地

文化生活，今屆藝術節呈獻的精采演出當中包括重點節目《芭蕾
小忌廉》。這是美國芭蕾舞劇院的最新大型作品、也是令人嘆為
觀止、一家大小都可欣賞的傑作。香港藝術節衷心感謝查氏基金
會的再度支持，除了贊助是次演出，還邀請學生觀賞，繼續積極
推動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促進香港文化藝術教育。」
查氏基金會信託公司董事成員查懋成表示：「我們十分高興能

夠再次贊助香港藝術節的節目，支持是次亞洲獨家演出的美國芭
蕾舞劇院《芭蕾小忌廉》3月22日的首場演出。透過安排本地學
生一同欣賞表演和參與導賞講座，鼓勵青少年藝術教育的發展。
我們期待繼續積極支持香港的文化發展。」

日前，香港陽江工商聯合會
舉行新春團拜活動暨共建幸福
家園專題講座。會場喜氣洋
洋。大會邀請了葛珮帆議員就
「共建共享幸福家園」作專題
主講。
詹艷生主席致辭表示，在新

春期間選擇「幸福」作專題講
座，有賴於聯合國把「人人都
應該有為自己謀求幸福的權
利」列為人權的基本組成部
分。他認為，這句話並不是代
表人天生出來便可不勞而獲地有權過幸福快樂的生活；因為幸福不是從天上掉
下來的，幸福是要透過個人的努力和自己謀求才能達成的。他說，能找到自己
的興趣，能堅持地走自己的路，而且獲得成功，這是最大的幸福。而幸福也就
是永無止境地追求的終身事業，其標準又會因人、因事、因地和自己的感覺而
變。所以，幸福是要自己尋找的，任何人都沒有責任給您幸福。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日前假深水埗西
九龍中心龍庭酒家舉行戊戌年春節座
談會，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
勝、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廣州
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市工商聯黨
組書記董延軍，市台灣事務辦公室主
任、廣州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曾衛
東，荔灣區委書記危偉漢，荔灣區政
協主席樊伯歡，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
席黃俊康，廣州荔灣海外聯誼會名譽
會長、香港荔灣社團聯會會長陳東，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主席盧錦欽等嘉賓
及過百名賓客歡聚一堂，共同慶祝新
春，場面喜氣洋洋。
陳東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以來
承蒙各位領導的關心，會務蒸蒸日
上，影響力也不斷擴大，成為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該會秉
承愛國愛港的宗旨，新一年除繼續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外，也會進
一步促進兩地交流合作，特別是兩

地青少年交流學習方面。他希望會
員可發揮特長，為推動國家改革開
放、促進香港與廣州、荔灣的發展
作出貢獻。
危偉漢致辭表示，荔灣區深入貫

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貫徹新發展理
念，推動荔灣區經濟發展全面提質
提速，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
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
力變革。
盧錦欽表示，過去一年在荔灣區
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會董的全力配合
下，該會舉辦的各項活動都圓滿舉
行。他歡迎大家到荔灣投資興業，
促進穗港發展。他希望該會在新的
一年繼續開展各類服務社群的服
務，為香港、為荔灣、為國家帶來
更多正能量。
當晚還有豐富的獎品及獎金贊助，

又有歌唱表演助興，場面熱鬧。

■一元復始、萬
象更新。香港山
西商會日前假香
港金鐘添美道一
號中信大廈5樓
東海薈舉辦了戊
戌年新春團拜活
動，各界友好聚
首一堂，互送祝
福。

山西商會賀新春

■陽江工商聯合會舉行新春團拜

陽江工商聯合會新春團拜荔灣社團聯會新春座談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舉行戊戌年春節座談會，賓主合照。

特邀嘉賓包括中銀國際控股副董事長、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

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主席郭明
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理事長蘇永安，
高校聯秘書長安陽，香港百貨零售業總會主
席王天為，福建省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
主任、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曉峰，
閩南師範大學副校長蔣一婷，閩南師範大學
組織部部長陳超，閩南師範大學校友工作辦
公室副主任劉勤，閩南師範大學北京校友會
會長鄭丹，閩南師範大學漳州市校友會副會
長黃志剛等。香港閩籍音樂教師朱勞光、歌
手郭泇汶、張明主持慶典。

校友會創會會長王少成首先匯報了五年
來校友會的發展情況。他說：「母校在過
去幾年不僅在規模上、辦學上有非常大的
飛躍，而且更加升格升級為閩南師範大
學，各個院系都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母校校友在粵港澳大灣區
有幾千號人，在深圳創業成功的也不少，
在香港有很多資深的老師。新時代背景下
會有更多作為和發展機遇，希望在新的一
屆理事會的帶領下，校友會能夠繼續發揮
粵港澳的優勢。」
蔡藝華致辭表示，校友會走過了五個春

秋，粵港澳全體校友全力支持母校的發展。

她說，校友會從三個方面履行責任，包括感
恩、橋樑、聯繫。感恩母校培養教育，回報
母校，成為橋樑紐帶、互相了解交流的窗
口，為教育方面提供更大的交流平台與機
遇。加強聯繫，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營造
精神家園，增強凝聚力。將來要召開各類型
的座談會，聚集校友，加強聯誼工作，定期
開展校友聯誼活動，加強服務意識，通過聯
誼活動，為校友支持發展，積極提供力所能
及的服務。
林廣兆冀望校友會繼續發揚福建精神，愛

國愛鄉海納百川，敢拚會贏，為社會作出貢
獻，為母校爭光。在香港發動會員做好登記

選民工作，堅決反對「港獨」，抓住「一帶
一路」的發展好時機，以實際行動回報社
會，做敢於擔當的高材生。
郭明華、黃志剛、鄭丹相繼致辭呼籲校友

會要團結一致，推動母校的進步和發展，祝
願大家前程似錦。蔣一婷希望校友會在國家
提出的戰略下，發揮作用，加強和母校合
作，共謀新發展。

■閩南師範大學粵港澳校友會舉行五周年慶典暨理事會換屆活動，賓主合影。

閩南師大粵港澳校友會五周年慶暨理事會換屆
日前，閩南師範大學粵港澳校友會舉行五周年慶典暨理事會換屆活動，蔡藝華榮任新屆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