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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芝蓮推出首本粵菜指南
澳門上海並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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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考古實證
「中華五千年」

百度無人車 領跑馬拉松
三輛全球率先量產的 L4 級（商務級）自動駕駛巴士「阿
波龍」號，與奧運冠軍王軍霞等，一同在招商局集團旗下福
建漳州開發區舉行的「2018 中國山地馬拉松系列賽『雙魚
島杯』福建漳州港站」領跑，引人注目。

充電2小時 能跑百公里
「阿波龍」是百度基於Apollo自動駕駛平台研發的全國首
輛商用級無人駕駛微循環電動車，內部不設方向盤和駕駛
位，也沒有油門和剎車踏板，採用純電動動力，充電 2 小
時，能跑百公里。
無人車「阿波龍」現身領跑讓現場群眾覺得新奇有趣。世
界冠軍張林麗對此也深有感觸，她說：「這種創新不僅特別
酷和新穎，對自然環境和運動員來說都非常受益。」
其實，早在本月 1 日的百度世界大會上，百度即宣佈與福
建漳州開發區內雙魚島共同打造動駕駛智能園區，並將與雄
安新區等共同成為百度的智能駕駛合作夥伴。

作為粵菜發源地之一，廣州在首版粵菜指
南中僅8間餐廳上榜，且與此前發佈的《廣州
米其林指南 2018》榜單一樣，無二星三星餐
廳上榜。對此，廣州美食家勞毅波表示，米芝
蓮的標準與排場、位上、餐酒配合等相關，不
合乎廣州的大眾飲食文化，上榜少也不奇怪。
知名美食家莊臣也表示，餐廳上榜數量與
地域消費狀態及結構相關，香港人均餐飲消費
高，粵菜更國際化，且米芝蓮在香港有多年的
星探沉澱積累，香港的亮眼表現屬正常現象。
廣州不少美食家都認為，未來粵港澳三地
可以延續海外粵籍僑胞優勢，進一步向全球
推廣嶺南食文化，同時探索粵港澳大灣區粵
菜產業合作新模式，借大灣區之勢，加快粵
菜國際化交流與國際化發展。

榜餐廳

龍太子蒸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廣州僅8間「早估到」

香港此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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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菜指南》此次共收錄 15 個國家及地
區、包括星級餐廳 78 家在內的 291 家優質餐
廳，除香港奪得佳績外，澳門和上海分別摘
取 15 顆星星並列第二，而廣州僅 8 間餐廳上
榜，且全部為一星餐廳。
米芝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方諾德
致辭時強調，所謂源自廣東、揚名世界，作
為全球首本單一菜系指南，米芝蓮粵菜指南
是一個里程碑。米芝蓮體驗業務全球總裁顧
鞍龍也表示，米芝蓮指南致力於讓全球食客
一嚐出色的粵菜。
首版粵菜指南覆蓋了中國、美國及意大利
等 15 個國家及地區，共收錄 291 家優質餐
廳，其中有 78 家米芝蓮星級餐廳（亞洲 69
家，歐洲 8 家，美國 1 家）、62 家必比登推
介餐廳以及 151 家米芝蓮餐盤餐廳，能夠滿
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香港可謂是首版粵菜指南的大贏家，在中

國上榜的 58 家星級粵菜餐廳中，香港就佔據
了 26 家，其中 2 家三星餐廳，5 家二星餐
廳，19家一星餐廳，排名第一。

1、

紅梅官燕盞
阿拉斯加蟹柳

香港26間上榜大贏

唐閣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

■三輛領跑的
無人車。
無人車
。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煌基 攝
據招商局漳州開發區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蔡志勇介紹，
2019年起，Apollo Zone將與漳州開發區雙魚島、福建平潭綜
合實驗區等內地多家大型園區共同打造自動駕駛智能園區集
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通訊員 莊曉玲 泉州報道

11 月 12 日，來自中國考古
城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院所、高等院校以及韓、日
究所研究員王寧遠表示，他
等 國 家 的 近 120 位 考 古 學
們的考古團隊揭示出良渚水
者，在南京召開的「首屆中
利系統的整體結構這一重大
國古代都城考古新發現國際
考古發現，將成為實證中華
學術研討會」上，發佈了中
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證據之
國古代都城考古新發現。南
一。
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賀雲翱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我國長
■距今4,300年至5,300年歷史的新
表示，這次會議公佈了五千
江下游環太湖地區，位於浙
石器時代良渚古城遺址。 資料圖片
年前中國南方的良渚及北方
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下屬的良
的陶寺等一批最新古代都城考古成果，為五千年 渚鎮，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晚期在該區域曾經存在
中華文明史提供實證。
過的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
此次會議由中國考古學會古代城市考古專業 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
委員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主辦。
對此，賀雲翱認為，「今天，考古學人向全
國、向世界交了一份答卷。南方的良渚、北方的
揭秘水利系統整體結構
陶寺，這些最新研究都能展現中華文明五千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五千一百年前的良渚城目前是中國最早的都 史。」

陝西經貿代表團攜優質項目今抵港
第八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將在港辦 6 場重要活動
陝西在港主要活動列表

由陝西省多部門聯合組成的經貿代表團
今日抵港，開啟第八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
周香港活動。據了解，在未來 3 天時間
裏，陝西省將在港舉行 6 場重要活動，向
香港各界充分推介陝西文化、科技、旅
遊、金融等領域的優勢和合作商機。陝西
省亦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學習港澳地區對
外開放的先進經驗，與香港在多領域展開
全方位深度合作，攜手推動兩地高質量共
同發展。

一、活動名稱：文化陝西（香港）旅遊公眾促銷活動
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二）全天
地點：香港九龍紅磡置富都會、銅鑼灣
二、活動名稱： 「文化陝西」 （香港）旅遊推介會
時間：11 月 14 日（星期三）14：30-16：30
地點：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一樓宴會廳
三、活動名稱：陝西─香港金融合作交流懇談會
時間：11 月 14 日（星期三）14：30-16：00
地點：會議展覽中心 S224 會議室

香港穩居陝西海外投資來源地之首

四、活動名稱：陝西─香港文化產業合作項目推介會
時間：11 月 14 日（星期三）14：30-16：00
地點：會議展覽中心 S221 會議室

多年來，陝西和香港兩地往來頻繁，經貿合作碩果
纍纍。香港不僅一直穩居陝西海外投資來源地之首，
同時也是陝西前五大進出口貿易夥伴之一。截至 2017

五、活動名稱：陝西─香港經貿合作交流大會
時間：11 月 15 日（星期四）10：00-11：30
地點：會議展覽中心 S221 會議室
六、活動名稱：陝西─香港科技創新發展合作論壇
時間：11 月 15 日（星期四）14：30-16：00
地點：會議展覽中心 S224 會議室

■第八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陝西名品展在廣州舉行

■陝西此次赴港亦將向港各界推介陝西美食

年，香港在陝累計投資項目 2723 個，佔全省項目總數
的 43.5%。合同外資 272.74 億美元，佔全省合同外資
總額的 46.98%。今年 1-9 月，香港在陝西投資企業 82
家，同比增長 543.72%。
本屆活動周以 「推進陝粵港澳全面合作、助力新時
代追趕超越」為主題，陝西代表團將在粵港澳三地舉
行多場活動，以期充分利用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優勢，進一步擴大陝西與粵港澳地區在科技創新、金
融服務、現代物流、全域旅遊等重點領域的合作，加
快發展樞紐經濟、門戶經濟、流動經濟，促進陝西構
建陸空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與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 第八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陝西名品展上
展示的無人機

據悉，在港期間，陝西省代表團將舉行陝西旅遊公
眾促銷、陝西─香港經貿合作交流大會、文化陝西
（香港）旅遊推介會、陝西─香港金融合作交流懇談
會、陝西─香港文化產業合作項目推介會、陝西─香
港科技創新發展合作論壇等 6 場活動。其間，陝西代

表團還將拜訪重點企業，着力聚焦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裝備製造、文化旅遊等產業推進項目合作，實現
與港澳及沿海地區的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
陝西省商務廳相關人士表示，本屆活動周，陝西針
對全省產業發展規劃和國家鼓勵政策要求，結合自身
產業特點和重點領域，徵集篩選了一批針對性強、對
優勢產業帶動明顯的招商引資項目，以及粵港澳企業
在陝西的合作意向和洽談簽約項目，力求通過本屆活
動周，進一步加強陝西與粵港澳地區的學習交流合
作，充分展示陝西在 「一帶一路」建設、自貿試驗區
建設、對外經貿合作、科技創新、文化旅遊、金融服
務等領域的新機遇，彰顯陝西擴大對外開放的新形
象。
據統計，2011 年至 2017 年，陝西已先後成功舉辦 7
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累計簽訂合同項目 484
個，總投資 6384.5 億元，已建成項目 146 個，在建 163
個，累計到位資金 940.7 億元。

■今年在西安舉行的絲綢之路博覽會上香港特區參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