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美貿易戰持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相信今次會是「長久戰役」，情況更可能

會轉差，本港首三季貿易出口數字仍然向好，部分港商於徵收關稅前趕

單，預計第四季貿易出口數字仍可維持向好，惟明年的貿易量會令人擔

心。

邱騰華：本港明年貿易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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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
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

在論壇主旨演講中表示，金融
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服務實體
經濟是現代金融的重要使命。

增強實體經濟綠色發展
在尚福林看來，在相當長時

期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仍將
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重點領域，
也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
任務。他認為要以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推動傳
統企業運用新技術、新材料、
新工藝為抓手，助推傳統產業
煥發新春。
他建議大力創新服務技術改

造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增強金
融對傳統產業大面積轉型升級
的支持動能；大力發展綠色金
融，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綠色
發展的促進動能。
國務院參事、原保監會副

主席周延禮認為在產業升級
中應發揮保險資金的優勢，
建議通過產業發展基金助力
國企改革。

關注山東省「十強」產業
據周延禮介紹，目前中國

人壽聯合山東新動能正在積
極推動設立50億元人民幣的
混改基金，重點關注山東省
「十強」產業，投資於混改
和戰略新興產業股權項目。

專家籲要成功需中小企
200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

得者芬恩．基德蘭德指出，
中國銀行業主要是偏好於向
大型企業放貸，初創公司和
中小企業從銀行業獲得資金
存在困難。他認為經濟快速
發展必須要培養企業家精
神，必須要扶持中小企業才
能夠取得成功。

專家聚首濟南 把脈產業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由同程眾創空間孵化的跨境移動通信數據服
務商SIMTrip日前宣佈獲得數千萬元天使輪
融資，本輪融資由深圳淳商資本及同程眾創
聯合投資。

完善產品及海外分公司佈局
SIMTrip創始人王晨表示本輪融資將用於
完善產品及海外分公司佈局，持續建設專業
化運營團隊，提升境外通信市場佔有率。
據了解，SIMTrip主要從事跨境移動互聯
通信數據技術的研發，利用物聯網設備，為
商旅人士提供跨境移動互聯數據服務，切實
解決了境外實時移動上網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鄭州海關最新公佈，鄭州海關今年
首三季共監管進出境郵件 4,126.3 萬
件，增長79.4%，是去年全年監管量
1.2倍。
鄭州已成為繼

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之後內地
又一個國際航空郵
件經轉口岸。其
中 ， 出 境 郵 件
3,967萬件，佔總
量 96.1% ，增長
81.6%；進境郵件
159.3萬件，佔總
量 3.9% ， 增 長

38.9%。
另據河南郵政部門統計，河南省出

口電商近80%的訂單都採用郵政渠道
出口。

河南國際郵件監管量增7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劉俊海

實習記者 劉德林 甘肅報道）在甘肅隴西
主會場、渭源、隴南、民樂三地分會場同
時舉行的2018中國（甘肅）中醫藥產業博
覽會落下帷幕，主分會場共簽約逾160億
元(人民幣，下同)，令業內振奮。
隴西主會場簽約金額逾125億元投資項目

35個，簽約交易採購協議20億元。甘肅白
銀市政府與泰康保險集團等還在此間簽署6
個合作框架協議。至於民樂分會場招商簽
約中，民樂縣與香港祥豐公司、安徽井泉
中藥股份公司、天津銀旺公司等簽訂總金
額達25億元的15個合作項目。
在隴南分會場，有宕昌縣南河藥谷及康養

旅居建設項目、禮縣大黃金產業鏈信息化工
程創新示範項目、徽縣大河鎮苦參生產示範

基地建設項目、西和縣半夏繁育加工營銷開
發項目等4個招商引資合同項目和36個合作
協議簽約，簽約資金總額共14億元。

逾200中醫藥大企參與
甘肅省委書記林鐸在會間表示，甘肅將

在中藥材種植加工、中醫藥研究開發、產
業園區建設，以及中醫藥健康養生、健康
旅遊等方面，與各方開展更為廣泛深入的
交流合作。來自10個國際機構、12個省級
代表團、200多家中醫藥全國500強企業和
各方面3,000多名嘉賓與會。
甘肅中藥材資源豐富，隴西是全國第二

大藥材市場，年交易量100萬噸，交易額
達200多億元。隴南各種藥材三千多種，
居省內之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賀州報道）
地處湘粵桂三省(區)結合部的廣西賀州市，
是粵港澳地區知名的「菜籃子」和「後花
園」。記者從日前舉行的2018國際健康長
壽論壇獲悉，作為「世界長壽市」，賀州
將積極推動生態健康養生養老千億元（人
民幣，下同）產業發展，發展成粵港澳
「養老天堂」。
賀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副市長朱東表

示，目前已有多家粵港澳企業看中賀州健康
產業發展潛力，「今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
已有超過20個包括生物製藥、醫養結合等項
目落地，搶灘大健康產業市場。」

高鐵2小時通港桂
隨廣西直達香港高鐵開通，桂港交流

日益便利。「賀州目前到廣州、珠海、香
港皆在2小時左右可達。」朱東表示，為
此賀州豐富的長壽資源被粵港澳企業看
中，「香港錦繡集團約20億元醫養項目
即將開始前期徵地工作，項目建成後將為
香港適齡老人提供高質的養老健康服
務。」
賀州市委書記李宏慶表示，目前賀州市

大健康（醫養結合）產業項目共個93個，
其中續建項目12個，總投資約66億元；
新開工項目14個，總投資約35億元；
2018年竣工投產項目2個；謀劃儲備重點
項目65個，預算總投資263億元。
據了解，到2020年，全市大健康產業總

產值達到610億元，基本建成全國醫養結
合試點市和粵港澳大灣區康養基地。

甘肅中醫藥博覽簽資逾160億

賀州發展粵港澳「養老天堂」

■甘肅省委書
記林鐸致辭。
記者劉俊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2018中國（濟南）產業金融國際論壇日前舉行，會上濟南市與綜

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聯合發佈《2018‧產業金融發展藍皮書：中國產業金融發展指數報告》。《報

告》從資金支持度、結構優化度、服務效率度、創新發展度和環境適應度五個維度，選取20項指標，對金融

服務實體經濟進行系統評估。

跨境數據商SIMTrip
獲天使輪融資

■鄭州已成為國際航空郵件經轉口岸。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濟南市與
綜 合 開 發
研 究 院
（ 中 國 深
圳）聯合發
佈《2018 ‧
產業金融發
展藍皮書：
中國產業金
融發展指數
報告》。

記者
胡臥龍 攝

邱騰華形容，中美貿易戰如同颳風，之前
已掛上1號風球，目前處於3號至8號

風球之間，相信中美貿易摩擦將會是一場持
久戰，難以評估會持續至何時，亦不排除情
況可能會轉差。雖然暫時未有中小企面對即
時問題，惟稍後或出現銀根困難。

中美貿易摩擦屬持久戰
他指，港府一直有與業界溝通，並推出不
同措施協助業界，包括加大出口保險，貸款
保證，並已提高「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中
的貸款額由最多的1,200萬增至1,500萬港
元，及延長還款年期由5年增至7年，希望減
輕中小企負擔。
對於有中小企稱受貿易戰影響，將可能減
少投資甚至裁員，邱騰華認為，這是實質擔
憂，重申如美國向中國貨加徵關稅，無可能
由生產或貿易商單方面承擔，最終成本可能
轉嫁消費者，貿易戰之下沒有一方會是贏

家。

展覽業籲港商瞄準東盟
另一邊廂，展覽會承辦商康亞董事張瑞富

昨於一發佈會後指出，東盟市場絕對是許多
港商的一條出路。他相信，港商和廠家的業
務在多年前已經向多元化發展，不會單獨依
賴美國市場，公司帶領港商去泰國辦展，恰
好可以提供平台助其拓展業務範圍。尤其政
府出台政策，港商赴東盟參展會提供相應補
貼。他透露，雖然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展
覽業內暫未看到任何衝擊和影響。
匯豐環球研究本月初發表研究報告已指，

本港經濟增長周期的高峰或者已經過去，第
二季增長放緩，或者反映經濟前景更具挑
戰，將面對利率上升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報告預期，今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
增長預測維持3.5%，明年將放緩至3%，
2020年會再放緩至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第十個天貓雙
11來了，天貓19日晚在北京啟動2018年雙11全球狂歡
節，線上線下聯動的生態效應成今年最大亮點，包括天
貓、淘寶、盒馬、銀泰、餓了麼、飛豬、優酷……。同
時，天貓海外、Lazada等跨境與海外電商平台，將讓海
外200多個國家進入「包郵區」。阿里巴巴CEO張勇預
測今年雙11包裹將超10億件。
張勇表示，他不會去預測今年雙11的銷售額數字。他

表示，未來5年到10年，肯定會誕生出新的商業形態、新
的需求，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方式。面向未來，如何使每
次雙11都有創新，每次都能夠引領未來的商業變革方
式，才是阿里巴巴關注的問題。

全球18萬家品牌參與
據介紹，今年將有全球18萬家品牌參與天貓雙11活

動，超過100億的購物津貼與紅包，而且今年的玩法規則
更為簡單，津貼、紅包與優惠券都可平行疊加。
天貓總裁靖捷介紹，今年將開啟12座新零售理想城

市，覆蓋100個重點商圈，20萬智慧門店，以及50萬智
能導購，一起打造全城狂歡雙11。值得一提是，今年天貓
雙11還首次推出「雙11合夥人」計劃—消費者只要使用
阿里旗下App都能積累「能量」，兌換雙 11 紅包。
2018年天貓雙11的最大看點是阿里巴巴數字經濟體業務

全面集結。阿里旗下淘寶、天貓、閒魚、飛豬、優酷、蝦米
音樂、UC等應用，和盒馬、口碑、餓了麼等線下消費場
景，以及銀泰商場、居然之家、大潤發等賣場都全面參與。

200多個國家進入「包郵區」
另外，今年天貓雙11，天貓國際、天貓海外、速賣

通、Lazada等跨境與海外電商平台，將讓海外200多個國
家進入「包郵區」。其中，天貓國際在其平台提供來自75
個國家和地區，涉及3,700個類別的進口貨品。至於Laza-
da將首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和越
南6個國家舉行雙11推廣活動。

今年雙11
阿里料包裹10億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港股波動，樓市逆轉，不
少二手業主大劈價沽貨離場。
屯門居屋澤豐花園放盤一個月
無人問津，劈價157萬元(減幅
29% )才以 393 萬元自由價易
手。
祥益李啟昌表示，澤豐花園5

座低層B室，面積462方呎，原
業主於9月起放盤，當時叫價
550萬元（已補地價），期間亦
曾減價，惟放盤一個月仍未能
售出。及至近期同區上車客有
意購入，買賣雙方議價後以393
萬元（已補地價）成交，累減
157萬元(減幅29%)，呎價8,506
元。原業主於2008年以已補地

價的85萬元買入單位。
市區方面，世紀21日昇地產

蔡嘉駿表示，北角城市花園2
座高層D室，面積792方呎，3
房(1套)間隔，放盤約1個月，
原開價1,450萬元，最終累減
170萬元，以1,280萬元沽出，
呎價16,162元。

瓏璽三房2550萬沽
另外，利嘉閣鄭運就指出，
奧運站瓏璽8座中層D室，面
積995方呎，三房套連工人套
房及儲物室間隔。原業主叫價
2,700萬元放售，及後以公司買
賣形式連租約以2,550萬元沽
出，呎價25,628元。

屯門居屋劈價157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盤戰蔓
延至大埔白石角。面對中美貿易戰、群盤爭
客及近期新盤入票大不如前，億京集團旗下
大埔白石角海日灣棄用傳統開價單賣樓，昨
日上載首份銷售安排，改以招標發售首批
138伙，11月10日截標。
根據銷售安排，海日灣首推138伙招標單
位，包括130伙分層單位及8間洋房，分佈
於COURT A第1及2座，COURT C第1

及2座、COURT D第1及2座，及1至9號
屋。其中分層戶單位面積由 479 方呎至
2,242方呎，包括地下單位、標準分層戶及
連天台戶。而1至9號共8間屋的實用面積
由4,084至4,494方呎。

朗城滙收票超6倍
另一邊廂，華懋與港鐵合作元朗朗城滙昨

日繼續收票，消息指，截至昨晚8時，過去
四日半累收逾2,000票，以首兩張價單288伙
計，超額登記6倍。而以貴絕屯門呎價開
價，惟最細單位面積只有162方呎，令折實
入場費低於300萬元的莊士中國旗下屯門弦
海，消息指，截至昨晚8時，過去兩日半累
收420票，以首張價單75伙計，超額登記
4.6倍。

海日灣推138伙招標

■2018年天貓雙11活動北京啟動。 記者江鑫嫻 攝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形容，中美貿易戰目前處於3號至8
號風球之間。 資料圖片

■朗城滙售樓處現場。 記者梁悅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