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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屆中國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日前在倫敦舉行。當地
文化界人士、華僑華人代表及中國駐英使館官員等應邀出席。
展覽共展出50餘件作品，涉及緙絲、海派漆器、旗袍、五色
共生紫砂壺、剪紙等非遺門類，涵蓋蘇州王氏緙絲世家第六代傳
人王建江、海派漆器傳承人王師軍、禮服旗袍設計師苗海燕、中
國剪紙非遺文化傳承人戴舫等多位元大師的作品。
本次展覽由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上海香梅旗袍文化創意
促進中心主辦。主辦方代表李俊致辭說，6月9日是中國文化和
自然遺產日，選擇這一天在文化名城倫敦舉辦中國地方非物質文
化遺產展覽，讓海內外人士共用中華文化藝術，具有特殊意義。
展覽現場，中外嘉賓對展品表現出濃厚興趣，驚歎於大師們的
精湛手藝。倫敦時裝學院設計師莉娜觀看展覽後表示，希望今後
能將中國非遺文化元素融入國際時尚設計之中。

順豐、京東及DHL等多家大型營運
商，已在快遞車上安裝漢能的薄膜太
陽發電扳，集充電，倒車儀，智能中
控系統等功能於一身，提升節能便捷
性。
目前，首批50輛太陽能智慧配送車

已交付京東物流使用，將計劃投入近
期618北京部分地區的日常配送。該車
可提升配送車輛續航能力50%，適用
範圍大概在20公里左右，並有效防止
電池過度放電，提高電池使用壽命，
至少增加每天40件貨物的派送能力。
安裝在京東智慧配送車上的太陽能

薄膜不只能發電，還搭載了互聯網智
能中控系統。可查看倒車影像，可為
手機充電，還有防盜系統，可以說是
一物多用。早在去年底，漢能就已經
與順豐合作，在快遞車上進行太陽能
發電板安裝測試。今年3月，順豐表
示，今年準備投入8,000餘輛新能源
車，比去年增加近240%。
太陽能薄膜技術組件也已經在歐洲

的物流公司的快遞車上使用。國際物
流巨頭DHL已經在其部分物流車上使
用了太陽能薄膜組件，也是漢能提供
的產品。

■「歡樂保健慶回歸暨強身保健文化協進會第三屆委員就職典禮」日前隆重舉行，圖為賓主大合照。

2018香港—西安投資環境推介會暨重點項目簽約儀式日前在香港隆重舉行。此次活
動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西安商會、香港深圳社團
總會協辦，旨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共享機遇
共謀發展。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正大製藥集團總
裁、一帶一路總商會會長鄭翔玲，全國政協常委、
中海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榮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周安
達源等出席。
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致辭時指
出，香港企業在西安累計投資總額在78個境外投資
來源地中排名第一，越來越多的香港企業家看好西
安、投資西安、扎根西安，不僅給西安帶來了好項
目、大資金、新技術，還給西安帶來了優秀人才、
超前的理念、先進的管理，極大地提升了大西安的
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
王永康強調，西安正堅持以高質量統籌高端產

業和高速增長，大力發展以電子信息為主的高新
技術產業，以新能源汽車和航空航天製造為主的
先進製造業，以樞紐經濟、門戶經濟、流動經濟
為主的商貿物流業以及文化旅遊產業等「3+1」萬
億級大產業，希望香港企業家進一步加大在西安
的投資合作發展力度，共享大西安大開放大發展
機遇。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致辭表示，西安正在打

造引領「一帶一路」、亞歐合作交流的國際化大都
市，從地理位置、產業基礎、科研實力等來看，兩
地合作空間廣闊，希望香港與西安兩地繼續秉承
「優勢互補、共創繁榮」的宗旨，實現共建共贏。
會上還舉行了重點項目簽約儀式，簽訂了22個項

目，加上之前在拜會企業時簽約的共計25個項目，
總投資額近2,000億元（人民幣），涉及工業及物
流類、高品質酒店類、企業總部和金融類、文化旅
遊類、宜居生活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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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香梅旗袍文化創意促進中心
李俊致辭。

中國上海非遺展在倫敦舉行

■漢能致力開拓綠色物流市場。

漢能助力綠色快遞

強身保健文化協進會舉行新屆就職
香港─西安投資環境推介會在港舉行

由強身保健文化協進會主辦「歡樂保健慶回歸暨強身
保健文化協進會第三屆委員就職典禮」日前假深水

埗西九龍中心七樓龍庭華宴酒樓舉行，是次活動，邀得中
聯辦協調部處長陳俊峰、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深水埗區區
議員陳穎欣、深水埗居民聯會理事長容海、民政事務處深
水埗南主任周志聰、警民關係社區聯絡主任陳偉光警長、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環境管理部總經理方湛樑、九龍總商會
監事長黄熾雄博士等擔任主禮嘉賓，以及多位中醫中藥界
專業人士聚首一堂，共同宣揚保健文化大健康的訊息。
該會首席會長黃炳明致辭時表示，人民是國家的支柱，愛

國愛港；大家應先愛護自己的身體，保健強身；有了強健的
人民就可以實現中國夢，成就強大的國家。未來該會將準備
舉辦多項活動，讓會友和保健愛好者共享保健強身的方法，
亦歡迎大眾提供意見予該會，使該會更上一層樓。
該會主席伍寶珠表示，中醫藥大健康是一種健康管理的

方式，也是健康中國之方向，國家食品監督總局亦出台了
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包括藥品、保健品的監管、生產、認
定、支援和發展等。為配合國家方向，該會在過去六年，
與各友會及慈善機構，合辦及主辦超過60場保健講座，
這一系列活動獲得大家的支持，她希望大家繼續弘揚保健

文化，追隨健康知識。
陳俊峰致辭時指出，香港的中藥業閃爍着她獨有的生命

力，擁有著名的國際品牌，憑藉地理位置上先天獨特性，北
望神州大地又面向世界，遂令香港的中藥發展得到國內外人
民的垂青。他祝願該會繼續為同業打造和奠定更好的未來，
同時響應祖國「推動大健康產業發展」的方針，同業間團結
一致並壯大力量，為香港人的健康事業一同努力。
梁美芬讚揚該會一直致力推廣及分享強身保健文化知

識，推動強身保健運動，並舉辦多項中醫藥展、分享保健
養生食療方法及提供相關的專題講座。她祝願該會一如以
往，齊心合力，共同推動香港中藥業發展，為業界和市民
提供更多中藥業的資訊，進一步邁向專業新紀元。
容海致辭時亦表示希望大家一起擁抱健康，一同學習

中醫中藥的保健養生方式。他祝福在座各位保健享得安
康，並祝願該會繼續發揚「大健康」的文化，為大健康
精神而努力！讓大家「生得優、活得長、不得病、少得
病、病得晚、走得晚」，一同提高生命質素，擁抱大健
康、延年益壽。
當晚活動筵開30席，同場還頒發該會新一屆委員聘
書，並有精彩舞獅表演及抽獎助興，熱鬧非常。

專家看好區塊鏈技術

中國核能仍看好光伏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A股市場獨角獸熱爆。除小米正式啟動CDR

外，有消息指百度也在準備中，有望成為

首家境外上市回歸內地發行CDR的企業；6

隻備受關注的戰略配售基金（獨角獸基

金）昨天正式對外開售，其中一隻上午已

售超過100億元(人民幣，下同)。另一方

面，加深市場擔憂獨角獸抽血效應情緒，

滬深股市雙雙低走，滬綜指曾創逾一年新

低，惟昨天掛牌的獨角獸寧德時代無懸念

地封漲停。

內地媒體報道指，百度在今年3月份就
已經開始招聘IPO方面的人才，為回

歸A股作各種準備。百度目前已選定華泰證
券、中信証券作為發行CDR的保薦機構，
兩家券商正在全力備戰。
騰訊網引述知情人士稱，股票定價會參
考百度在納斯達克的股價，CDR與基礎股
票先確定一個初始比例進而得出一個CDR
的基礎價格，然後在這個基礎價格基礎上
再進行市場化詢價。
由於百度主要的上市地還是納斯達克，
股權結構是VIE結構，因此預計發行CDR
的規模不會太大，以對避免對市場產生衝
擊及稀釋百度股權。百度今年一季度總營
收為209億元，同比增長31%；淨利潤67
億元，同比增長277%。

傳招行基金半天售出百億
另外，華夏、嘉實、易方達、南方、招

商、匯添富6隻戰略配售基金（獨角獸基
金）昨日首發，最高籌資規模可達3,000
億元，主要以戰略配售方式投資優質創新
企業的股票或以CDR形式回歸A股市場
的「獨角獸」企業。6隻基金的發行上限
各為 500 億元。首發日鋒芒已經蓋過A
股，6隻基金各頂額申請50萬元的投資者
大有人在。有指招行基金上午已售出近百
億元。

憂市場抽血 滬深股齊跌
不過，獨角獸熱爆的同時引發市場擔憂

情緒，滬深股指低開低走，滬指盤中創一
年新低紀錄，創業板指跌破1,700點整數關
口。截至收盤，上證綜指跌 0.47%，報
3,052 點；深證成指跌 0.30%，報 10,175
點；創業板指失守1,700點，報1,688點，
跌1.34%。兩市成交3,208億元，創今年春
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2月14日以來新低。

華訊投資指，獨角獸基金對市場形成的抽
血效應較明顯，大部分投資者看空一片，導
致昨日A股低開殺跌。渤海證券同樣認為，
獨角獸公司續登陸對A股形成一定壓力。
在多個板塊走弱的情況下，獨角獸概念

股最為突出，亞夏汽車三連板，森霸傳感
一字板，可立克、同益股份隨後漲停。同
時，回歸A股有望的百度概念股、阿里概念
股亦有不俗表現，路暢科技、創維數字等
漲停，絲路視覺盤中漲停，截至收盤漲逾
7%。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電池生產商寧德
時代首日掛牌，股價漲44%後停板，報
36.20元。另外，本周俄羅斯世界盃即將開
賽引爆足球概念股，科創信息、雷曼股
份、萊茵體育等漲停。
昨日跌幅居前的是以中醫藥和食品為代

表的大消費板塊，其中啤酒板塊跌2.19%，
生物製品跌 2.13%，食品加工製造跌
2.02%。

獨角獸基金首售 現頂額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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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由創富區塊鏈技術（深圳）主辦的《創新驅
動鏈接未來——2018第一屆亞太智創科技高
峰論壇》近日在深圳舉行，吸引了全國的
1,000多位區塊鏈行業專家、學者、業內人
士等參會。創大資本董事長、全球移動JA-

VA標準起草人之一許洪波，世界區塊鏈基
金會（WBD）投資研究員、DACA &清華
大學iCenter特聘講師周朝暉等多位行業專
家、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
與會嘉賓們表示，區塊鏈能夠與產業相結

合的點有很多，例如商品溯源、版權和知識

產權的保護、電子證據存證、企業財務管
理、大數據交易、工業、能源、醫療、物聯
網、公益、電子政務等一系列領域，都有望
大規模應用區塊鏈技術。目前，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為內地區塊鏈創業活躍度最
高的四座城市，公司佔比達到了78%。

■市場擔憂獨角獸抽血效應情緒加深，滬深股市雙雙低走，滬綜指曾創逾一年
新低。圖為成都某證券營業部內的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翠媚）內地早前公佈「531
新政」，被喻為歷來最嚴厲
光伏政策，新政內容包括控
制光伏新建規模、以及降低
補貼強度等，主營 EPC
（工程、採購、建築）及諮
詢、太陽能發電及融資業務
的中國核能科技（0611）副
主席劉根鈺昨出席傳媒午宴
時表示，相信有關政策只是
短期措施，而在有關政策下
內地光伏企業「走出去」尋
求發展將成為趨勢。但他強調仍看好內
地光伏業務的發展前景，加上兩核重組
料有助增強公司的股東背景，公司未來
會同時發展內地及海外業務以便「雙輪
一起走」。

正推進一些南美項目
中國核能科技本月初公佈與本地1間銀

行訂立一般融資合約，將獲提供最高
2,000萬美元融資，首席金融官王曉陽透
露，有關融資料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
對沖利率風險，但不排除將會用作投資
海外光伏項目，又指公司早前已與另一

間公司就烏克蘭太陽能發電站項目簽訂
諒解備忘錄，另外管理層亦透露公司正
在推進一些南美項目之中。
對於控股股東中核建與中核實施重組，

劉根鈺指在兩核重組過程中，並沒對公司
有任何具體要求，亦無要求公司停止進行
任何海外項目，但需要規避風險及擁有整
體發展策略。而中國核能科技在年初時曾
取消8供1股，問到日後公司會否再有供
股計劃，他指將按具體情況而定，有可能
是以現金或資產等方式，又指如大股東增
持，未來強化大股東在上市公司股權比例
肯定是自然的事。

西安赴港粵簽45項目涉2500億

■中國核能科技執董鍾志成、副主席劉根鈺、行政總裁
張瑞、首席金融官王曉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陝西省西安市日前組織經貿代表團
攜近百項目赴香港、深圳推介，經過7天
深入洽談，共與港粵企業簽訂各類合作
項目45個，投資總額達2,500億元人民
幣。在港期間，西安市還分別與世貿集
團、九龍倉集團、太古集團等座談交
流，就加強文化旅遊投資洽談項目合作
達成系列共識。

港資佔據西安外來投資首位
據介紹，近年來，西安和香港間經貿

往來和投資合作愈加頻繁。香港不僅在
西安78個境外投資來源地中排名第一，
同時2017年來自香港的合同佔到西安全
市利用外資的近一半，西安的港資企業
佔全市外企總數的近三分之一。
在港出席「2018香港-西安投資環境推

介會暨重點項目簽約儀式」時，西安市

委書記王永康表示，越來越多的香港企
業家投資西安，不僅給西安帶來了好項
目、大資金、新技術，還給西安帶來了
優秀人才、超前的理念、先進的管理，
極大地提升了大西安的現代化和國際化
水平。
他亦希望香港企業家進一步加大在西

安的投資合作發展力度，共享大西安大
開放大發展機遇。

兩地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廣
在港期間，西安市共舉行了10場座談

推介會，共簽訂合作項目25個，總投資
額近2,000億元人民幣，涉及工業及物流
類、高品質酒店類、企業總部和金融
類、文化旅遊類、宜居生活類等。而在
深圳期間，西安市再簽21個項目，引資
近500億元人民幣，涵蓋總部經濟、人工
智能、文化旅遊等多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