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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應對貿戰 轉戰「帶路」

華為斥7000萬 力助港科大攬才

深港「設計周末」深舉行

粵港澳將聯手赴東京推介大灣區
三地行政首長帶隊 對標世界級灣區

央視
快評

去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隊在法國
推介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向

各界推介兩項重大國家發展策略所帶來的機遇和香
港所擔當的角色。
香港中華總商會和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亦計
劃於今年前往東京，向當地工商界推介粵港澳大灣
區。
蔡冠深透露，廣東省領導得悉後，提議由大灣區

政府共同參與，聯合推介。此提議得到香港和澳門
特區政府積極響應。經協商一致，4月份，將由三
地行政首長帶隊，赴日本東京舉行大型論壇，在兩
個大灣區之間進行資源對接。
據悉，此次對接之後，聚齊世界四大灣區政商代
表的世界大灣區論壇將於今年9月在廣州召開。

對標「世界級」交流兼學習
「日本東京灣區的製造業、美國紐約灣區的金

融、美國三藩市灣區的科技創新是他們各自的優
勢，粵港澳大灣區有珠三角發達的製造業、香港作
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深圳的科技創新，兼具三
大灣區優勢，又相對年輕，有活力，有充分理由能

夠建設好。而眼下當務之急，是對標世界一流，多
交流多學習，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世界級灣
區。」蔡冠深說。

灣區聯「帶路」商機更廣泛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一帶一路」相結合，相輔

相成，已形成共識。去年底，在商務部和香港特區
政府的推動下，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
委員會成立，蔡冠深以及中國銀行副行長林景臻擔
任委員會主席。蔡冠深表示，兩地商會和企業將攜
手發揮各自所長，走出去共拓市場。接下來，委員
會將對接「一帶一路」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系
列相關活動將相繼開展。
其中，東盟10國將是重點開拓和合作的對象之

一。過去，蔡冠深帶領企業深耕東南亞市場數十
年，被稱為「東盟先生」。他表示，專業委員會和
他本人，最終目的是讓中國企業在開拓「一帶一
路」市場中少走彎路，與沿線國家及地區開展更好
的合作，做大市場。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建設商機無限，企業界應加強合作，共拓
市場，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粵港澳大灣區今年將聯合舉辦多場重磅活

動。11日晚，在主題為「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的2019第十屆順商新年峰會

上，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透露，今年4月初，三地行

政首長帶隊的粵港澳大灣區團將在日本東京舉辦大型論壇，開展聯合推介活動。9月

份，世界大灣區論壇也將在廣州舉行，通過系列活動對接世界最強灣區。同時，透過

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等機

制和平台，大灣區與「一帶一路」建設將更好

結合。蔡冠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能

「塘水滾塘魚」，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對標

世界一流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香
港科技大學與華為技術公司昨日達成戰略合
作，促進高影響力研究，及進一步提升大學
的學術水平。透過是次協作，華為將於三年
內合共資助900萬美元（約合港幣7,054萬
元）予科大，協助科大聘任頂尖學者，及為
高影響力研究成立種子基金。

全球招聘訪問學者
通過全球招聘的訪問學者，除了會與科大
教員在學術及研究上合作，亦會協助培育研
究生，參與大學所舉辦的會議及活動，以提
高社會對最新科研發現的關注，並通過其發
明或研究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華為—香港科大聯合實驗室於2009年成
立，研究領域包括先進無線通信系統、4G、

5G+無線系統核心科技及機器學習算法。雙
方的專業人員定期於不同合作項目、座談會
以及會議上交流意見。
華為董事兼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先

生表示：「科大是華為的長期合作夥伴，我
相信是次合作將會為我們、社會，以至整個
地區帶來豐碩的成果。」

史維：「有助科大繼續履行使命」
科大校長史維教授對華為長久的支持表示

感謝，說：「我們與華為的合作可以追溯至
2004年。在這段時間，我們的合作不但促
成了不少無線系統的新專利及規格，也栽培
了不少人才，當中很多今日已是行內的領
袖。華為的資助將有助科大繼續履行其使
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深港兩地設計
界2018年合作交流成果在深圳展出。由香港設計總會
主辦、港府「創意香港」贊助的「創意策動2018」壓
軸活動——「Design Weekend 設計周末」，於1月12
至13日於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舉行，系列
表演、展覽綜合多項設計界活動，展示了兩地設計師和
業界交流的成果，增進了兩地觀眾相互了解。

創意策展概念新穎
設計慶典的重點活動「Fashion Exponential元素代

碼 」 邀 得 新 媒 體 藝 術 家 張 瀚 謙 Chris Cheung
（h0nh1m）策展，由20位著名時裝設計師，以及11位
新媒體及多媒體設計師，分組創作10段時裝展示，表演
透過多媒體場景設置讓觀眾感受別開生面的時裝表演。

「字繪香港」傳遞文化
香港設計總會與字繪中國（字繪CN）及武漢工商學

院合作策劃的「字繪香港」展覽，從文字出發，探討香
港獨特的文化，讓兩地學生透過手繪、電腦組圖、相片
等不同媒體，構組成最代表香港地道文化的字詞，以及
描繪他們的香港印象，如「港姐」、「歡樂今宵」、
「冬菇亭」、「勁chur」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月11日下午，十
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大會，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代表中央
紀委常委會作工作報告。
與往年召開的全會不同的是，此次會議邀請了一
批特殊與會者。13位國家監委特約監察員應邀列
席，這在中央紀委全會歷史上尚屬首次。

「體現民主監督最直接的渠道」
這13人中，既有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有
企事業單位代表，既有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
學者，也有基層工作者。
記者在會議現場看到，特約監察員是當天到會最

早的一批人。
距開會還有半個多小時，特約監察員、中國政法

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王玉梅已經在
閱讀會議散發材料的基礎上作了很多筆記。
王玉梅說：「中央紀委全會是中共高層最核心的

會議之一。列席全會，就是在以最迅速、最前沿、
最直接的方式了解紀檢監察工作，這也是體現民主
監督的最直接渠道。」

落實監察法 自覺受監督
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央紀委全會邀請特約監察員

與會絕非臨時起意。首先，這是在落實監察法有關
規定。該法明確，「監察機關應當依法公開監察工

作信息，接受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
監察人員必須「自覺接受監督」。
其次，這也是在履行去年印發的《國家監察委員

會特約監察員工作辦法》。
辦法明確特約監察員應當「着重發揮對監察機

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作用」，其權利包括「參
加或者列席國家監察委員會組織的有關會議」。
特約監察員、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過勇認為，稱謂上從「特邀監察員」變為「特約監
察員」，一字之變，大有不同。
這一字之變，體現的是權利、責任、義務的高度

統一，對特約監察員的要求更高。因此，他希望這
一機制明年能夠延續。

國家監委特約監察員首次列席中紀委全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
報道）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後，以順
商為代表的大灣區企業，走出去步伐
明顯加快。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大批順德企業家積極
參與，成功走出去，廣東省順德企業
家俱樂部成員企業、廣東大地偉業集
團董事長周偉全表示，貿戰讓他們更
加堅定「走出去」的步伐。
大地偉業旗下奧豐彈簧有限公司，

在中美貿易戰之前便在試水東南亞市
場，在泰國租廠房生產彈簧，銷往當

地市場或就地出口。
「中美貿易摩擦後，我更堅定看好
『一帶一路』市場，決定在泰國買地
建廠，擴大生產。」周偉全說，投產
後，其公司國內公司和泰國公司總體
規模將擴張70%以上，根據目前的形
勢，年營收將增長2倍。

「抱團」開拓沿線市場
順德傢具品牌聯盟主席、華倫蒂詩

家居（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振
揚，則在中東、東歐等多個「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佈局。「中美貿易戰，
讓我們更加懂得自主品牌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聯合了200多家泛家居品
牌企業，抱團進入『一帶一路』沿線
市場。」他表示，目前，以「一帶一
路」為主的海外市場的營業份額未來
幾年將增加至5成。
廣東中辰鋼結構有限公司董事長龔

武則準備深耕非洲市場，「非洲國家
很歡迎我們前去投資，他們的製造業
和基礎設施基礎薄弱，中國企業參
與，是雙贏結果。」龔武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北
京市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昨日下午開幕，北京
市政協主席吉林作政協工作報告時表示，2019
年將充分發揮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和港
澳台僑工作顧問特殊作用，支持擴大「朋友
圈」、講好「北京故事」，為推動首都改革開
放和高質量發展、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
定、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回顧過去一年，吉林指出，北京市政協努力

畫出最大同心圓，逐一走訪各民主黨派、工商
聯、無黨派人士界別委員，了解履職情況，聽
取意見建議，鞏固和發展新型政黨關係。他強
調，去年間，港澳委員和工作顧問積極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反對「港獨」言行等重大政治活動中，團結
一心、態度鮮明、正面發聲，並主動參與支持
香港大學生「三年百人」在京社會實踐、京澳
青年創新創業論壇、京台青少年文化交流等活
動，充分發揮了「雙重積極作用」。
此外，吉林透露，今年要有力有序推進協商

式監督，通過議政性主席會議開展專項監督，
並就廣播電視台改革與媒體融合等，通過民主
監督組開展專題監督。據吉林介紹，此前已制
定遠程協商年度計劃，設立網絡議政室，並圍
繞靜態交通治理、農村養老服務、民族團結進
步教育等組織開展網絡議政遠程協商44次，
840餘人次委員參與，實現線上線下、場內場
外同步交流。此外北京市政協還與有關部門聯
合推出「市民對話一把手．提案辦理面對面」
電視網絡直播節目，首次全媒體直播提案辦理
協商過程，獲得了良好社會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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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
黨的建設，取得全面從嚴治黨更大戰略性成果，鞏
固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11日上午，習近
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充分肯定黨的十九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新
的重大成果，深刻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黨進行自我
革命的寶貴經驗，對以全面從嚴治黨鞏固黨的團結
統一、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保障作出
戰略部署。央視昨日發表快評指出，全面從嚴治黨
永遠在路上，主動擔當作為，以永遠在路上的堅韌
和執着扎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鞏固發展反腐敗鬥
爭壓倒性勝利，我們一定能厚植起黨和國家長治久

安的政治根基。
快評進一步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以貫之、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
嚴治黨，黨內政治生態展現新氣象，反腐敗鬥爭取
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回望
過去的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
344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166.7萬件，處分62.1萬
人，包括處分省部級及以上幹部51人。一年多來，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更加堅強有力，黨的建設新的偉
大工程全方位加強，全面從嚴治黨實效性不斷提
高，黨內政治生態進一步改善，黨在新時代新征程
中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機活力。

快評最後指出，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
目標的關鍵之年。做好新一年全面從嚴治黨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6項
任務：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不斷強化思
想武裝；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保證全黨集中統一、
令行禁止；弘揚優良作風，同心協力實現小康；堅
決懲治腐敗，鞏固發展壓倒性勝利；強化主體責
任，完善監督體系；向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
題亮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我們必須按照習近平
總書記的要求，抓好各項改革，抓好具體人、具體
事，確保全面從嚴治黨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鞏固發展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

■科大校長史維教授(右)與華為董事兼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
先生簽署合作協議。 受訪者提供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粵港澳三地工商界代表就粵港澳大灣區與粵港澳三地工商界代表就粵港澳大灣區與「「一一
帶一路帶一路」」展開探討和建言展開探討和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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