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牽我心 兩地情更深
美術創作活動圓滿結束 陳冬喜見青少年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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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繆健詩) 由中

央美術學院、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香港美術協會共同主辦的「香港牽動

我的心」主題美術創作活動日前正式

圓滿結束，其間有逾百位內地、香港

及國際知名畫家在港一同進行寫生創

作。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出席活動時，

形容今次活動取得了豐盛的成果，並

體現出兩地之間的特殊深厚感情。

活動主辦方文促會日前攜手各主協辦單位
以及參與活動的藝術家與本地青年共

聚，分享及交流活動心得。
陳冬在會上指出，各主協辦單位都非常熱心，

及非常重視今次活動，是體現了兩地藝術家以及
兩地文化機構之間的一種特殊深厚感情。
他續說，今次活動創作出的107幅作品中，

有出自中央美術學院各教授及導師的手筆，亦
有來自本地藝術家的作品，是一次很好的兩地
交流。同時更難得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亦有
青少年朋友的參與， 一同在香港的大地上，
從不同的角度，用飽滿的熱情，以及對香港的
特殊情感去創作，這些畫是非常有價值的。

譚錦球：產生有口碑社會影響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錦球表示，今次
活動有十多位中央美院和歐洲著名畫家們專程
來到香港，與香港畫家及青少年，一同到香港
著名景點寫生創作，產生了非常有口碑的社會
影響。
他又提到，在活動中見到老師們與小畫家從
藝術角度描繪香港牽動人心的美景，以及市民
的熱情關注，作為香港人深刻感受到家鄉的美
麗與活力。而今次在活動中創作的多幅作品將
於12月份及明年1月，分別在會議展覽中心及
中央圖書館展出，他相信將會是一場觸動人心
的藝術盛會。
作為活動支持單位代表，中聯辦宣文部部長
朱文指，今次活動既是一次藝術創作，更是美
育教育活動，體現了在藝術創作中突出美育，
在社會服務中彰顯美育，在文化傳承中發展美
育的理念。他並感謝各藝術家，在活動中用藝
術的方式為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事跡，為
國慶的香港添上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中聯
辦青工部副部長楊成偉，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
主席龍少明，中央美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王少
軍，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華潤慈善基金會副
理事長魏耀東等出席活動。

今次活動除了有大師
級畫家參與創作，另一
亮點則是大會特別邀請

對藝術有興趣的本地青年，藉着活動與大
師們以及更多志同道合朋友進行學習交
流。其中通過在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決賽勝
出而獲邀參加的中六學生譚詩晴指出，這
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能與多位藝術大師在同
一地方進行創作，從中獲益良多，並期望
往後能參與更多同類活動。
已學畫超過10年的譚同學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她一直都有參加各種
繪畫比賽及有關活動，之前亦曾到過馬其
頓、俄羅斯、葡萄牙等地參加寫生比賽，

而參加今次活動的目的則是希望在中學生
涯中能接受更多挑戰，以及趁早學會更多
的繪畫技巧。

時間緊湊 具挑戰性
她又指，是次活動時間緊湊，甚具挑戰
性，同時在現場看到各參賽者不同的畫
作，以及不同的技巧，會有想增值自己的
想法，而且事後各參賽者亦因為共同興趣
而成為了好朋友。
更重要的是，通過評選的畫作都是經由

大師們親自挑選出來，她認為能得到他們
的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滿足感的事，並且想
與大師們有更多的交流及學習機會。

問及今次的難忘回憶，譚同學指因為活
動需要在本地名勝進行寫生，所以其間會
有很多途人經過並與大家進行交流，以及
給予意見與讚賞，她對此感覺特別開心。
而現年29歲的鄺萬春，則是以觀摩目的

參與活動。他表示，之前已參加多次跟藝
術相關的交流團，得知今次罕有地有多位
中央美院的教授來港寫生而特意報名，是
第一次參加同類型的寫生活動。
他憶述，在活動進行的5天期間，一直

與教授們交流及協助他們作畫，非常難得
可以看到教授從起稿、上色到完成的整個
過程，而且亦從未試過見到這麼多位美院
導師會在同一地方創作，從中獲益良多。

他說：「我自己很喜歡畫畫，今次活動
能讓一群喜歡畫畫的人聚在一起，進行有
關於學術的交流，做着共同理念的事，是
很值得高興的，而且從大師的交流過程
中，感覺他們很友善，向他們提問有關繪
畫的問題都會一一解答，是一次難得的交
流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作為一次兩地合辦
的文化活動，除了有
文促會的促成，兩地

藝術界代表亦給予了大力支持。中央美術
學院黨委副書記王少軍指出，中央美院是
高度重視今次活動，這是一次集體合作與
貢獻。
他指，藝術是最能串通人們之間的情感和

思想，是全世界的共同語言，以這一個方式
連繫大家，互相認識，成為親愛的朋友，變
成真正的一家人，是他們榮幸的工作。
他說，香港對青少年的美育教育是走在

前面的，特別是組織今次活動完全是自發
性，同時更啟發了中央美院，冀未來可組
織夏令營活動，讓香港青年到美院及北京
參觀，加深兩地的交流。
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表示，這次活動只

是一次開始，香港以後需有更多的同類活
動，他又感謝文促會對活動的支持，因為
藝術家本身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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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設資本市場培育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 山東報

道）記者從浪潮集團獲悉，自發起成立

「『一帶一路』數字經濟戰略聯盟」以

來，浪潮積極為沿線地區提供信息化的

「中國方案」，目前其重大項目已覆蓋

「一帶一路」沿線一半的國家和地區。

浪潮「中國方案」覆蓋「帶路」

「數字經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
問題」，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表示，

在「走出去」過程中，浪潮並非簡單把中國的產
品帶到這些國家，而是將成熟的技術與理念輸
出、融入當地社會發展，讓信息化的「中國方
案」變成「世界方案」。

「非洲之星」計劃育萬餘專才
2017 年 11 月，由浪潮牽頭，聯合思科、
IBM、迪堡、愛立信及國開行、進出口銀行、中
信保、中非發展基金，發起全球首個企業「一帶
一路」數字化經濟戰略聯盟，為「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提供全球一流的數據中心、雲服務、智慧
城市、智慧企業等解決方案。
目前，浪潮在埃塞俄比亞、加納與當地企業
合作建設雲數據中心，並直接參與非洲國家間
IT培訓和交流，啟動「非洲之星」數字經濟人
才培養計劃，已為埃及、埃塞俄比亞、南非、
加納等亞洲、非洲國家培訓1萬餘名技術專家
和官員。
談及中國企業「走出去」，孫丕恕表示，掌握
核心技術，才能擁有行業的主導權，提高中國在

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夥同業開展全球科技合作
據悉，浪潮先後與全球科技巨頭思科、IBM、

愛立信、迪堡成立的合資公司，將科技領域的開
放合作平台擴展到全球。不僅如此，浪潮在技術
與模式領域，又與Intel、LG、SAP等世界500強
企業和跨國公司密切合作。

■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表示，掌握核心技術，才能擁有行業的主導權，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
地位。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記
者從西安市政府獲悉，該市近日正式出台並發
佈《西安資本市場培育引導基金設立方案》，
擬由市政府出資作為引導資金，聯合社會資本
發起設立西安資本市場培育引導基金(簡稱引
導基金)，通過市場化方式支持西安上市掛牌
企業培育建設，引導社會資本支持全市產業轉
型升級、創新創業和實體經濟發展。基金總規
模將不低於50億元(人民幣，下同），首期募

集規模為10億元。

採「有限合夥制」形式
據了解，西安資本市場培育引導基金將採用
有限合夥制企業組織形式，由西安市政府資本
市場服務平台——西安資本通過市場化發起，
資金來源包括西安市級財政引導資金，西安優
質企業培育計劃「龍門行動計劃」所涉及各區
縣、開發區資金，以及其他社會資本，各合夥

人按認繳出資規模同比例分期出資。

明確基金投資範圍
首期10億元募集計劃完成後，後續資金將根

據全市上市掛牌企業培育建設的需要，通過逐
年統籌市級專項出資、各出資主體增資、新吸
納多元化社會資本，完成最終募集目標。
另外，為了保證基金投資及運營的規範，西安

市在方案中也明確劃定了基金限制投資的範圍。

滴滴首啟境外漫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

滴滴近日正式在日本大阪上線出
租車叫車服務，標誌着逐步開始
為其大中華用戶提供境外漫遊服
務。

新版滴滴出行APP登陸大阪
據透露，今年國慶黃金周期

間，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滴
滴用戶在大阪直接使用最新版本
的內地滴滴出行APP就可直接呼
叫當地的出租車。
近期滴滴還將陸續進入京

都、福岡、東京等日本主要城

市。目前，滴滴國際版產品也
實現了在日本、澳大利亞和墨
西哥三大海外市場之間的漫遊
互通。

增中日文字實時互譯功能
據介紹，滴滴為日本服務新增

了端內信息中日文字實時互譯功
能，方便使用中文的漫遊用戶與
日本司機無障礙溝通交流，提高
服務效率。
此外，滴滴在日本設有中日雙

語客服，為大中華地區漫遊用戶
提供當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楊韶紅甘
肅報道) 甘肅省商務廳與四川省
商務廳日前在敦煌市舉行兩省經
貿合作專項行動計劃及經貿、交
通、旅遊、經濟社會發展4個專
項行動計劃簽約儀式。建立長效
合作機制，共謀「抱團出海」。

深化農產品流通合作
專項行動計劃除了共同深化

農產品流通互利合作，加強兩
省聯合的農產品大市場、生產
基地、集散中心建設，共同推
進會展業合作發展、企業間交
流合作；組織行業協會、國家
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雙向市場調
研、簽訂合作框架等，共同擴
大雙方外向型產業互補合作，

物流通道合作共建成為主要內
容。

共融「南向通道」建設
兩省達成搶抓「一帶一路」建

設機遇，共同融入南向通道建
設，以推進中國（四川）自由貿
易試驗區、四川天府新區、蘭州
新區建設為契機，錯位承接境外
和域外產業轉移。
依託兩地產業、區位優勢，發

揮兩省「一帶一路」國際物流通
道重要節點和綜保區、鐵路口
岸、國際陸港、國際空港和國際
貿易單一窗口等開放平台作用，
加強大型物流企業和供應鏈管理
企業合作，良性互動，共同開發
國際國內市場。

隴川簽合作 冀「抱團出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
鴻 深圳報道）「2018深圳．坪
山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
峰會」日前在深圳舉行，深圳
坪山區委書記陶永欣、香港生
物醫藥創新協會創會主席盧毓
琳和港交所市場發展科副主管
及上市發行服務部主管鮑海潔
等出席。
鮑海潔表示，從金融為創新服
務的角度，港交所高層詳細介紹

了擬設立香港創新板的架構、審
批程序及規則，並與醫藥創新企
業共同探討創新板搭建策略，廣
泛聽取企業意見。允許尚未盈
利、採用非傳統管治架構的公司
以及將香港作為第二上市地的內
地公司在創新板上市，為戰略性
新興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平台，
也為VC/PE資本市場退出增添了
新渠道，極大地利好內地醫藥創
新企業。

港交所深圳攬醫藥企業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