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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投資千億 港商點讚西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
道）昨日，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香港與
內地投資商務促進會聯合組織的香港
工商科技文化旅遊界知名企業家組成

赴眉山瀘州等地考察 高科技顛覆港人印象

的投資考察團，結束 5 天的行程返
港。連日來，考察團在成都與四川相
關市州出席「川港投資合作推介交流
會」，深入眉山、瀘州等地就自帶的
43 個 、 投 資 額 約 1,000 億 元 （ 人 民
幣，下同）的重點項目進行對接洽
談，同時還對四川的人文、社會進行
考察、體驗，認為地處大西南腹地的
四川能有今天的成就非常了不起。

26日下午，考察團一行沿着成（都）自
（貢）瀘（州）高速一路急馳，約 4 個

19 家港企已落戶瀘州
81 歲高齡的香港孟子學院院長謝緯武說，
在他的印象中瀘州是一個十分偏僻的地方，但
這次實地到訪徹底顛覆了他的記憶。「沒想
到，真是沒有想到，瀘州的科技這麼發達。」
謝緯武說，這麼邊遠的山區卻創造出了不
起的奇跡，讓他深深地感到「中華民族具有強
大的生命力」。
當天上午，考察團一行從瀘州老城區出
發，跨過長江大橋來到瀘州城南副中心。由新
恒基集團打造的「新恒基．翡翠城」項目，地
處長江之濱的城南副中心核心位置。這個佔地
1,800 畝的大盤有商住、別墅，有的已經封
頂，有的還在建設之中。
華潤集團投資 35 億元，在瀘州建設華潤萬
象匯商業綜合體，並與瀘州當地企業合資經營
燃氣項目；衡寬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投資 17 億
元，在四川自貿試驗區川南臨港片區建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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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新恒基 1.6 億捐川建校

港科技產業園」……截至目前，有港資企業
19 家落戶瀘州，主要分佈在化工、能源、醫
藥、房地產、服務業等領域。

兩地陸海聯繫更緊密
「香港不僅是瀘州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也
是瀘州企業『走出去』的首選地。」瀘州市委
書記劉強在投資推介會上介紹，該市有 4 家企
業落地香港，還有瀘州市商業銀行、興瀘水務
集團兩家企業在港交所上市。
目前，在貨運方面，瀘州正在加密「瀘州
港──廣州黃埔港──香港葵涌國際貨櫃碼
頭」的鐵海聯運班列，讓瀘州香港間的物流網
絡更加暢達；在航空方面，瀘州雲龍機場正加
快申報開放口岸、積極籌備開通至香港等地的
國際航線。
「瀘港交流合作越來越緊密，具有非常大
的投資潛力，正受到越來越多港商的青睞。」
在 27 日下午的瀘港投資推介會上，新恒基集
團董事局主席高敬德現身說法，調動了港商的
投資興趣。
當天，4 個項目現場簽約，還有一批項目在
洽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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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新恒基
集團向四川省瀘州市
捐建公辦學校奠基儀
式在瀘州市江陽區舉
行，新恒基集團董事
局主席高敬德、瀘州市委書記劉強
等參加奠基儀式。
據悉，是次新恒基集團捐贈資
金共計 1.6 億元人民幣，將用於學

&

校設計、勘察、監理、預算、審
計以及工程建設。學校集幼兒
園、小學和中學為一體，總佔地
面積 100 餘畝，可容納近 5,000 名
學生。
「教育是一項社會事業，也是一
項民生事業。」高敬德說，希望學
校早日建成，服務瀘州的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港企在川複製「南沙模式」

多小時便抵達了瀘州。
站在長江邊，望着鱗次櫛比的高樓和一座
座跨江「彩虹」，考察團人士被這座地處川滇
黔渝結合部的城市深深震撼。
27 日上午，一行先後參觀了瀘州華為大數
據中心、長城機械廠、馳騰科技以及酒業園
區。華為大數據中心構建起了智慧城市、物聯
網產業體系，還服務於國家北斗導航工程；長
城機械廠研發生產的高性能液壓產品廣泛應用
於神舟/嫦娥系列衛星、導彈發射井蓋閉液壓
系統……

■考察團在瀘州華為大數據中心參觀考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4 月 26 日，考察
團走進眉山市，先

後考察了由新華集
團正在打造的「川
港合作示範園」和
信利（仁壽）高端顯示項目。
「川港合作示範園」佔地約 8
平方公里，投資 966 億元。園區
將引入金融、商貿、科技教育、
醫療、文化等領域的香港項目，
產業面向大灣區、日本、韓國、
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將把粵港的
「南沙模式」複製到四川。
目前，雙方確定首期開發約
500 畝 ， 建 設 川 港 金 融 會 展 中
心、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新華匯科技園區、川港商會交
流中心、川港經貿合作交流中
心等，預計 6 月 30 日前開工建
設。
當天，考察團一行還訪問了信
利（仁壽）高端顯示項目，該項
目總投資 404 億元，將建設一條
第五代 TFT-LCD 生產線和一條
第六代 AMOLED（柔性）生產
線。目前，第五代 TFT-LCD 生
產線已正式投產，提前實現產值
效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成都報道

潮起大灣區 浪拍南山岸
九龍婦聯青委南山創新科技學習之旅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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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婦聯青委南山創新科技學習之旅大合照

■首席會長鄭明明教授分享

■榮譽會長高佩璇博士分享 ■青委主席蕭燕珍分享

創科之旅的第一站是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該基地
旨在為有志到深圳創新創業的內地和港澳台青年及

團
■員代表發言

企業提供優惠的辦公場地、完善的配套設施和專業諮詢服
務。當日特別請到入駐基地的青年企業家分享科創與創業
經驗，在場聽眾受益匪淺。
當日午宴上，南山區統戰部部長鮑曉晨希望大家到南山
區這片適合創業的理想沃土追逐夢想，在實現自我價值的
同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訪問團榮譽顧問、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希望香
港能與大灣區內其他地區攜手並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九龍婦聯主席蘇麗珍議員感謝南山區統戰部給予本次創
科之旅寶貴的機會，她希望能讓香港青年多了解國家創科
行業發展進程，積極為創新科技行業貢獻力量。
訪問團還參
觀了位於南山
區的兩家創新
及科技企業。
其中一家為
優 必選教育
UBTECH，主
要經營機器人
研發與相關信
息技術教育課
程。另一家為

由九龍婦女聯會青年委員會主辦的「潮起大灣區 浪拍南山岸」創新科技學習之旅（下稱
「創科之旅」）於 4 月 19 日圓滿舉行，來自金融、醫療、工程、物流航運及社會工作等行
業的青年近80人，參觀了位於深圳南山區的多家創新及科技機構與企業，並分享交流。
大族激光 HAN'S LASER：作為全球範圍內激光技術行
業的領頭羊，大族激光23年的發展歷程承載了我國企業
家以創新科技振興中華的中國心和強國夢。訪問團還參
觀了深圳科技創新展示中心，領略了深圳市與南山區豐
碩的創新實踐成果。

鄭明明：無懼磨難 砥礪前行
壓軸環節即是最後的交流分享會，由青委主席蕭燕珍主
持，新老暢所欲言，抒發了對本次創科之旅的感想。
首席會長鄭明明教授分享道，她十五歲隻身由印尼來
到香港，憑愛好成為美容院的學徒，由此從事美容行業
半個世紀，一手創辦 CMM 蒙妮坦國際集團，更成為改
革開放後美容業到內地發展教育的第一家。她十分珍視
一路以來支持她的「不倒翁精神」：人生會遇到很多困
難，這些困難會幫助自己成長，所以要像不倒翁一樣吸
收困難而非向困難低頭。「不倒翁精神」成為她的座右
銘，令她拚搏至今，創下了自己的一番事業，並將這種
精神向更多的後輩傳遞下去，希望大家可以無懼磨難，
砥礪前行。
她作為第一批由香港返回內地參與改革開放事業的先
驅，呼籲年輕人把握機會，積極到內地投資創業，為當
下第二輪更為深入的改革開放貢獻力量；而她自身也將
於明年在南山區開設美容專業學校，積極融入改革開放
的新征程，將事業開展到被譽為「世界級創新之都、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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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宜居城市、國際化魅力之灣」的深圳南山。

高佩璇：緊抓機遇 發揮優勢
榮譽會長高佩璇博士則談到近年來香港在醫療、養老、教
育、創業等多方面需求增大，亟需發展空間。得益於「一帶一
路」及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香港才獲得了新的動能與
機遇。面向粵港澳大灣區這片「主場」，香港越是有優勢，就
越需要努力保持，靠自己的力量發揮優勢。應和鄭明明教授的
分享，她也寄厚望予各位青年才俊，期盼早日看到他們作為第
二批改革開放先鋒所創出的成果，也祝願大家都能為自己，為
國家打拼一番事業，並從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價值。
隨後幾位團員代表也發表了他們的看法。來自人力資源行業
的李韻怡表示高新科技其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可以
由此為自己創造機會。葉沛霖醫生認為活動使年輕人親身體驗
國家與深圳的高速發展，打破固有印象。從事社區工作的李超
宇則談到，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人才流動，香港都需要新的衝
擊才能更上一層樓，深圳值得香港學習。健康管理行業代表凌
溦娜深刻認識到了中國現今的強大，並為祖國感到自豪。香港
特區政府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展翹認為年輕一代把握着未
來的機遇，應該懂得將國家發展與個人命運緊緊相連，希望大
家能活用專長，積極在創新產業中承擔角色。
參加本次創科之旅的還有：共青團南山區委員會青聯秘書
長吳虎、意得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鑑林、九龍婦女聯會會
長鄭臻、副會長馮美雲以及白宛蘭。

■參觀現場

■與機器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