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太熱難繁殖 研盈盈樂樂「回鄉」繁衍

川港珠聯璧合 合作互利共贏
特首：將設「蓉港青年夢工場」為港青供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殷翔）「川港澳合作周．走進香港」經

貿合作論壇昨日在港舉行。本次論壇是四川代表團在香港舉辦的一場重要

活動，旨在落實川港合作會議機制，進一步宣傳四川，推介四川，增進香

港各方面對四川的了解，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司

令員譚本宏等主禮。與會人士表示，願以此次活動為契機，乘着川港合作

的浩蕩東風，積極尋求新的合作機遇，實現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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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四川臥龍自
然保護區的大熊貓
盈盈、樂樂今年已

13歲，惟至今依然未傳出喜訊。四川省
林業廳廳長劉宏葆坦言，圈養熊貓的繁
殖能力較弱，且香港氣溫較高，令牠們
難以繁殖下一代。他透露，曾考慮將盈

盈和樂樂送返「家鄉」進行交配，會再
與園方商討，一旦落實，牠倆將闊別港
人至少一年。
劉宏葆昨日提到，一般大熊貓繁殖能

力很弱，而圈養熊貓的繁殖能力更只是
野生熊貓的26%，故繁殖成功率更低。
他指，大熊貓最佳繁殖溫度為攝氏零下

10度至25度，香港始終比較熱，故即
使已採取多種措施，盈盈、樂樂成功孕
育下一代仍是「難題」。

川不介意另借兩熊貓供海園
他透露，曾考慮將盈盈和樂樂暫時送

返臥龍自然保護區進行繁殖，成功後再

送返港，惟一般熊貓繁殖期為130天，
加上技術上的配合，一旦落實牠們將離
港至少一年，「相信香港的粉絲都會不
捨得。」為此，他指四川方面不介意安
排借出另外兩隻大熊貓，供園方展示。
他強調，相關安排需要再與公眾溝

通，並和園方及技術人員研究商量，相

信可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海洋公園副
行政總裁李繩宗指出，公園及中國大熊
貓保護研究中心團隊不斷研究方法，為
下一次繁殖季節作好準備，至於是否將
盈盈和樂樂送「回鄉」繁殖，則需繼續
與內地商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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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港人熟悉九寨
溝、汶川、大熊貓故鄉，都處於民族風情濃
郁、保留原始高原生態的四川阿壩州。昨日
阿壩州州政府來港舉行投資合作推介會，圍
繞旅遊、文化、健康養生等綠色經濟領域，
向本港金融、投行、旅遊、保險等行業代
表，推薦總投資93.33億元人民幣的23個生

態產業項目。州委書記劉坪表示，能吸引多
少資金是其次，最重要是代表阿壩州94萬
藏、羌、回、漢人民感謝港人於汶川大地震
時的無私援建，歡迎港人來阿壩州做客、旅
遊。
逾百名本港商企代表出席推介會。來自阿

壩州的少數民族少女們，盛裝表演了極富特

色的民族舞蹈，並播放了阿壩美如天堂自然
風光的短片「淨土阿壩、世界共享」。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劉坪介紹，阿壩州是長江和黃河上游的重

要生態防線，長江主要支流岷江、大渡河縱
貫全境；阿壩州擁有秀絕天下、得天獨厚的
自然資源，全州有3處世界遺產，包括有童
話世界之稱的九寨溝，人間瑤池之稱的黃

龍，及大熊貓棲息地臥龍，有3個5A級風
景區，13個4A級風景區，被譽為世界生態
旅遊目的地。
劉坪表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大力發展生態產業，
以高原乳業、高原農業、生態旅遊為經濟支
柱。歡迎港人考察觀光、投資興業。
推介活動中，汶川縣人民政府還與香港醫

療健康學會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旨在提

升汶川縣「大健康」軟實力，將引入香港醫
療健康學會的院前急救標準，在汶川縣推廣
實施，並建立入院前急救培訓基地，推進院
前急救團隊建設。
汶川縣委副書記、縣長旺娜表示，「5．

12」汶川大地震後，浴火重生的汶川縣基於對
生命價值的思考和未來發展的抉擇，在全國率
先提出「建設全民健康、幸福汶川」的發展目
標，提升居民「大健康」是其中重要環節。

九寨溝熊貓之家 阿壩州盼吸港資

林鄭月娥於致辭時表示，香港企業近年
在四川的發展項目都是質量並重，展

示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對川港兩地的進
一步合作提供堅實的基礎。
她續說，香港與四川日後於成都合作成
立的「蓉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推動
創新創業，為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到內地
發展的機會(見另稿)。

彭清華：兩地有特殊聯繫
彭清華致辭指，四川與香港雖然相距千
里，但是有着特殊的聯繫。首先，四川是改
革開放總設計師、「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
開創者和奠基人鄧小平的家鄉；第二，中央
政府贈送香港的兩對大熊貓都來自四川，已
成為川港兩地人民友誼的一條特殊紐帶；第
三，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四川發生汶
川特大地震的危急時刻伸出援手，慷慨相
助，為奪取抗震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的勝利
作出了重要貢獻，體現了骨肉同胞的無疆大
愛。
「我準備用三九大、四五六、鐵公機、

1+3這四組關鍵字來向大家簡要介紹一下
四川，希望能讓大家對四川有一個初步印
象。」彭清華在致辭中現場向與會嘉賓推
介四川，娓娓道來、生動風趣、故事精
彩，全場掌聲笑聲不斷。
他闡述說，「三」「九」「大」，分別

是指三星堆、九寨溝、大熊貓，這是四川
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豐富資源稟賦的集中體
現。「四」「五」「六」是指四川戶籍人
口9,100萬，在全國排第四位；幅員面積
48.6萬平方公里，居全國第五位；去年全
省經濟總量3.698萬億元人民幣，列全國
第六位。鐵、公、機是指四川鐵路、公
路、航空業等基礎設施建設現狀和前景。
「1+3」是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和新一輪西部大開發、長江
經濟帶發展、「9+2」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三個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這些重大政策機
遇在四川交匯疊加，為四川發展進一步注
入了強大動力。
彭清華說，香港是四川最大的外資來源

地和第四大貿易夥伴，是四川開展對外開
放合作首選之地。四川是天府之國、香港
是東方之珠，川港合作可謂珠聯璧合，一
定會結出豐碩的成果。他熱忱歡迎大家到

四川走一走看一看，有條件的投資興業、
開展合作，暫時不具備條件的可以觀光旅
遊、考察交流，相信大家一定會愛上這片
美麗神奇的土地。

王志民：港人施援顯血濃於水
王志民在致辭中表示，「天府之國」四

川與「璀璨明珠」香港，既有深厚的歷史
淵源，更有着特殊的情緣。海洋公園熊貓
館中可愛的國寶，就是從四川「移民」到
香江安家落戶的。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發
生後，香港社會紛紛伸出援手，充分展現
香港同胞心繫祖國和川港兩地同胞血濃於
水的深厚情懷。災後重建期間，歷任發展
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的林鄭月
娥10年間9次赴川，親自協調推進香港援
建項目。這些特殊的情緣，成為增進兩地
民眾情誼、推動川港合作向前發展的不竭
動力。
他表示，圍繞兩地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和期盼，相信川港合作一定能開枝散
葉，結出纍纍碩果，一定能成為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和「堅守『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等重要指示精神
的典範。

董建華黃柳權等啟動「夢工場」
致辭環節結束後，董建華、林鄭月娥、

彭清華、王志民、黃柳權等共同登台啟動
「蓉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該項目學
習借鑒「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成功經
驗，立足蓉港兩地創新創業優勢，聚焦文
化創意、金融科技、智能硬體等領域打造
專業化眾創空間，服務港澳台及國際青年
創辦的創新創業項目。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中聯

辦副主任黃蘭發、仇鴻，香港特區政府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四川省領導范銳平、
王寧、王銘暉、李雲澤，部分香港特區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社會知名人
士，香港知名企業、商協會和地區社團負
責人，四川各市（州）和省直有關部門負
責人，省屬國有企業及在港企業負責人等
500多人參加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是四川
省最大的外資來源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於「川港澳合作周．走進香港」經貿合作
論壇上致辭時表示，香港不單是國家改革開
放40周年「貢獻者」，也是「受惠者」，
香港與四川日後會繼續加強合作，包括在成
都成立「蓉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為香
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到內地發展的機會。
香港特區政府於2006年已在成都設立服

務西部地區的經貿辦事處，而在2008年的
汶川大地震後，特區政府亦一直有參與災
後重建工作，林鄭月娥指兩地日後會進一
步深化各方面合作，指「川港澳合作周」
將有助進一步落實川港兩地具體合作，並
有利於鞏固新的合作機制。
林鄭月娥致辭時又提及她於今年5月到

訪四川與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會面時，提
出透過加強成都和香港的創新創業合作的
建議，感謝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成都市政府
在過去半年已經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在成
都市天府新區打造了「蓉港青年創新創業
夢工場」。
「蓉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可服務

港、澳、台及國際青年，推動青年創新創
業。林鄭月娥透露，夢工場已吸引一批香
港青年創科企業家入駐，對川港合作的成
果感到鼓舞。

港擁大量專才 可供川「帶路」支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

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
內地與港澳互利合作，林鄭月娥提出香港

與四川在國家大戰略和區域發展合作的框
架下可互補優勢，「四川是國家西部重要
的經濟樞紐及金融中心，對國家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有策略重要性。香港是國際
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在各地
市場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亦擁有大量熟悉
國際法規的專業人才，可為四川提供『一
帶一路』建設項目所需的投融資及專業服
務支援。」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不單是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的「貢獻者」，也是「受惠者」，
指香港已確立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
節點和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首選平台，日
後將繼續發揮所長和服務國家，期望川港合
作在兩地政府的全情投入和企業的積極互動
下會不斷提升。

林鄭：「夢工場」促雙創 多企業家已入駐

■■董建華董建華（（右五右五）、）、彭清華彭清華（（右四右四）、）、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右三右三）、）、王志民王志民（（右六右六））等為啟動儀等為啟動儀
式主禮式主禮。。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自從中
央政府於1999年贈送「安安」和「佳
佳」予本港後，大熊貓與港人結下不解
之緣。海洋公園昨日起連續一星期與四
川省林業廳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合辦「四川自然保護周」。園方首
次舉辦汶川臥龍生態旅遊團，由公園專
業導賞員帶港人到訪大熊貓之鄉，團員
更有機會進入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追蹤野生大熊貓。

林鄭：港人助重建奠基礎
海洋公園昨日舉行「四川自然保護

周」開幕典禮，率團訪港的四川省委書
記彭清華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均有出
席。林鄭月娥於致辭時表示，2008年香
港參與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為
雙方合作關係奠定堅實基礎，當中臥龍
自然保護區的23個重建項目，包括「中
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的兩個基地，
為圈養大熊貓提供安全居所。她指，兩

個基地特別免費開放予香港市民，以答
謝港人對臥龍重建的捐助，市民有機會
可參觀。

彭清華：促兩地文化交流
彭清華表示，「四川自然保護周」對

促進川港兩地的自然保護合作和文化交
流具有重大意義，除了展示這些年來四
川在香港特區政府協助下的自然生態發
展和大熊貓保育成果，亦讓公眾有機會
認識藏羌民族的風土人情。
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昨日宣佈，園方

將與中旅社合辦首個汶川臥龍生態團，
由園方專業大熊貓導賞員，帶港人親身
到訪大熊貓的家園，見證生態建設及保
育成果。每位參加者於出發前，會先在
海洋公園體驗「幕後之旅—大熊貓」活
動及參加簡介會，學習大熊貓的野外狀
況及保育知識。
首發團將於12月出發，為期5天，除

了到著名景點遊外，團員會被安排到臥

龍中華大熊貓苑神樹坪基地，親身體驗
熊貓護理員的日常，包括打掃及清洗竹
子等。該團將於本月內開始接受報名，
團費約5,000元，每團約20人。

跟隨專家訪「秘地」尋野生熊貓
重頭戲則為明年4月出發的7天團，在
四川省林業廳及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管理局支持下，團員可深入只有特
別許可證才能進入的臥龍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跟隨護林員尋覓野生大熊貓。7天
團費用約8,000元至9,000元，相關細節
有待公佈。
此外，「四川自然保護周」進行期間，
來自四川的表演者將於夢幻水都上演「四
川文藝騷」，呈現傳統藏族的文化魅力，
並設「3D光影保育展覽」、「阿壩民族文
化展示」及「大熊貓知識小講堂」。
園內熊貓薈餐廳亦會提供由四川食材

烹調之川味美食，包括「宮保竹胎兒」
及「涼拌竹胎盤」等。

海園首辦臥龍團海園首辦臥龍團 50005000蚊試湊國寶蚊試湊國寶

■■林鄭月娥和彭清華探望海洋林鄭月娥和彭清華探望海洋
公園內的熊貓公園內的熊貓。。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