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胡臥
龍）在國際資本助推山東「十強」產業
發展推介會上，山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
主任張新文向與會者推介240個「十

強」產業項目，總投資額達5,888億元
（人民幣，下同）。
張新文向與會者具體介紹了「十強」

產業項目情況和發展願景。在信息技術

產業方面，山東推出東營雲計算產業
園、臨沂大數據中心等28個項目，總
投資733億元，涉及高性能計算、人工
智能、傳感器、虛擬現實、基礎軟件等
領域，希望通過與港企合作，打造一流
的雲計算和大數據產業鏈，催生新的經
濟增長點。

打造高端裝備製造業集群
在高端裝備產業方面，山東推出重汽

汽車配套產業園、青島地鐵創新產業園等
44個項目，總投資905億元。希望通過合
作，突破關鍵技術與核心部件，加快重大
裝備與系統的研發、應用和產業化，打造
世界一流的高端裝備製造業集群。
在現代海洋產業方面，圍繞「海上糧

倉」、海工裝備、海洋生物醫藥、海洋
文化旅遊等優勢產業，山東推出了國家

航海產業園、黃河三角洲海洋牧場綜合
體等23個項目，總投資933億元。

大力推進新舊動能轉換
今年初，《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

驗區建設總體方案》獲國務院批覆，成
為國家戰略，拉開了山東省轉型升級的
大幕。圍繞這一目標，山東在資金、政
策、服務等方面給予強力推動，截至上
周，334個優選項目完成投資1,116億
元。
張新文表示，當前山東已經進入工業

化後期的轉型發展階段，實體經濟與現
代金融加速深度融合。香港獨特的金融
優勢與山東強大的實體經濟契合度高、
互補性強，山東歡迎香港各類金融資本
以多種形式參與和支持山東新舊動能轉
換重大工程建設。

山東擬夥港企拓大數據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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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胡臥龍）山東是農業大省，素有
「全國農業看山東」之說。昨日
山東在港舉辦農業項目及品牌農
產品推介會，推介28個農業項目
和40個品牌農產品企業，分享農
業發展紅利，實現共贏。
據山東省農業農村廳廳長李希
信介紹，近年魯港農業經貿關係
日益深化，經貿往來日益頻繁，
山東連續組團參加了三屆亞洲
（香港）國際食品及飲料展覽
會，並同期舉辦山東名優農產品
香港精品展暨魯港高層農業合作

論壇，越來越多的山東農產品得
到香港市場的認可。今年前三年
季度，山東出口香港農產品1.9億
美元，同比增長5.9%。

主攻高消費客戶
本次推介的農業項目包括種植

類、農產品深加工類、田園綜合體
休閒農業和農業金融等方面。據山
東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林國華介
紹，本次推介的農業種植類項目多
以高端種植為基礎，產品特點可以
概括為三個「高」，即高品質、高
效益和高消費。具有高科技含量的

優質、生態、綠色、安全食品，產
品價格明顯高於同類普通產品，收
益是普通產品的幾倍、甚至幾十
倍，產品銷售目標是國內外高層
次、高消費人群。
會上推介的果蔬類產品也是

「重頭戲」。山東是果蔬生產大
省，素有「水果水產之鄉」之
稱，為全國提供了約12%的水果
和13%的蔬菜，果蔬也是該省主
要出口產品。本次推介的青島綠
色硅谷科技有限公司，被指定為
2018年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蔬
菜專供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胡臥龍）作
為2018香港山東周專題活動之一的魯港澳青
年企業家交流會昨日在港舉辦，會上山東青年
企業家協會分別與香港青年聯會、澳門青年聯
合會締結友好關係並簽約，希望借助這一平台
匯聚青年英才，共創三地繁榮。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蔡德昇與澳門青年聯合會

副理事長譚繼祖均表示，兩地一直致力於與內地
的交流學習，山東近年來注重青年創新創業，讓
港澳青年企業家看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希望
借此活動搭建更寬廣交流平台，實現合作共贏。

陳必昌籲深化暑期實習計劃
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省青聯名譽主席陳必

昌表示，魯港澳三地青年的交流合作碩果纍
纍，期待更多港澳青年加入魯港澳「朋友
圈」，共同構築三地青年交流合作的「同心
圓」。「山東是一個對年輕人友好的省份。」
他稱，今年以來，山東舉辦了青年企業家創新
發展國際峰會等重大活動，讓世界看到了山東
的新形象。他倡議未來深化香港大學生暑期來
魯實習計劃、青年企業家創新發展國際峰會等
品牌活動，進一步推動魯港澳各領域的交流交
融，並在選擇山東中共享機遇，實現夢想。
山東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省海外聯誼會

常務副會長趙強表示，希望魯港澳青年積極投
身實踐「一國兩制」，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和港澳整體利益；做創新創業的典範，凝聚三
地力量，共同譜寫魯港澳青年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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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青聯會締結友好關係。 楊奕霞攝

魯推介28農業項目 分享發展紅利

■越來越多山東農產品得到香港市場的認可。胡臥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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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也是第10屆香港山東
周 。 「 同 根 同 脈 ， 情 同 手
足」，劉家義在推介會上深情
回望40年來魯港同胞在守望相
助中成就的創業夢，更誠摯感
謝香港各界為山東發展作出的
卓越貢獻。
劉家義表示，目前有2,600多

名香港籍人士長期在山東居住
生活，今年到魯的香港同胞達
6.7萬人次，在經貿合作、民主
協商、公益慈善等領域發揮着
重要作用。

「魯港親情血濃於水」
「在山東，很多人知道香港培

新投資的楊世杭主席。」劉家義
說，20多年來他累計捐款4,000
多萬元人民幣，幫助山東上千名
家庭困難學生完成學業，並設立
了「精英獎學金」，每年選拔優
秀學子到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學
攻讀博士學位。今年夏天，山東
省濰坊等地發生特大暴雨災害，
香港山東商會聯合總會等愛國社

團第一時間聯繫開展救災捐助，
幫助災區抗災救災及災後重建。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在劉
家義看來，香港與山東同宗同
源，「骨子裡傳承的是中華文明
的基因，心靈裡熔鑄的是血濃於
水的親情」，他相信未來魯港合
作定會掀開互利共贏的新篇章。
在山東工作生活15年的港華

集團高級副總裁劉啟鴻對此頗
有感觸。「劉書記開篇先打親
情牌，一下就拉近了兩地的距
離。香港和山東有着共同的
DNA，經過多年的合作更是結
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稱：「山東
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發力，產
業結構在優化升級，在現代海
洋產業等方面已經凸顯出優
勢。對投資者來說，這些都是
實實在在的機會。」劉啟鴻建
議香港的企業借助此次新舊動
能轉換的機遇投資山東。同
時，他希望山東能夠充分利用
好香港這個平台，特別是在金
融、服務業、高科技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奕霞、胡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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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胡

臥龍）2018香港山東周主要活動─

─國際資本助推山東「十強」產業發

展推介會昨日在港舉辦。山東省委書

記劉家義與香港各界代表「同敘魯港

深情，共享山東機遇」。此次山東共

推出256個重大項目，集中簽約36

個重點項目，總投資額312.5億美

元，合同外資額156.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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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十強」產業 商機4萬億
重點簽約36項目 涉及信息技術等領域

今年是香港山東周連續第十年在港舉辦，
本屆香港山東周以「選擇山東共享機

遇」為主題，共推介項目256個，其中十強產
業項目240個，總投資5,888億元（人民幣，
下同），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
造、新能源、新材料、醫養健康、高端化工、
文化創意、精品旅遊、海洋經濟、現代農業、
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中聯
辦副主任仇鴻等出席了活動。

擬設6000億產業投資基金
劉家義表示，今年1月3日，國務院批覆
了《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
方案》，標誌着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

驗區建設正式啟動。目前山東新舊動能轉換
正強勁起勢，總投資4萬億元的重點項目蓄
勢待發。圍繞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山東確定
「十強」產業集群，推動設立6,000億元的
產業投資基金，篩選儲備了900多個重大項
目、總投資近4萬億元，預計到2022年十強
產業增加值佔比將達到60%左右。

張建宗：港願提供「加速度」
劉家義認為，山東還有龐大的市場主體、

得天獨厚的現代海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農
業、一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深度開放的經貿
關係和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等發展機遇。他
希望以本次香港山東周為契機，進一步拓展
魯港兩地經貿合作，深化科技、金融、文旅

合作，通過香港面向全球宣傳推介山東，共
享全球資源，匯聚無限商機。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致辭稱，山

東省未來的發展潛力值得期待，以「十強」產
業為代表的新舊動能轉換將實現產業優化和轉
型升級，香港願意在資金、法務和項目管理服
務等方面為山東發展提供「加速度」。香港貿
發局主席羅康瑞表示，積極鼓勵香港企業和山
東企業攜手合作，希望有更多山東企業參與到
貿發局舉辦的經貿推介活動中來。
據統計，目前香港在山東投資企業3,978

家，實際投資395.5億美元。山東企業通過
在港投資走向了世界，累計備案核准對香港
投資企業（機構）860家、投資額1,016.1億
元。51家山東企業在港上市。

■梁振英（右二）、劉
家義（中）、張建宗
（左一）、謝鋒（左
二）、仇鴻出席國際資
本助推山東十強產業發
展推介會。 中通社

■山東昨在港舉行重點項目簽約儀式，簽約36個重點項目，總投資額312.5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