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A8

2019年
2019
年 8 月 28
28日
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謝宗興、楊家鈺

■版面設計：張華強

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昨日，為配合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機遇，以「科技創新 環球聯繫」為主題的「創新升級．
香港論壇」在廣州舉行。56 間香港專業服務、創業服務和科技服務
供貨商匯聚一堂共覓大灣區產業合作商機。京信通信有限公司智
能製造事業部總經理葛鑫表示，聚集 5G 新機遇，企業的核心研
發團隊匯聚穗港科技精英人才，當下重點為製造企業和工
業園區提供智能化、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主要應
用於移動機械人、智慧工廠、智能物流等領
域，共同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生態
建設。

■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成為當日穗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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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港企灣區科創覓商機
當日，在會場最
為開闊的展板

位置前，京信通信帶來
的人臉識別系統以及智能
物流機械人成為展會焦
點。葛鑫介紹說，京信通信
作為通信與信息解決方案及服
務提供商，為全球 80 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客戶提供移動網絡覆蓋及行
業應用整體解決方案和服務。

首採刷臉系統 入場不費一秒
此番帶來的機械人和人臉識別系統，背
後的核心研發團隊便匯聚了大批香港科技
人才。在葛鑫看來，得益於香港高校的科
研培育力量，香港科技研發不僅在售前、
售後端都擁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單從技術
研發來看，他們在軟件方面的優勢也更為
突出，而廣州本土的科研技術優勢體現在

硬件設施上。兩者合力，讓企業在 5G時代
的通信領域擁有繼華為、中信之後的行業
國際競爭力，也能憑借過去 20 多年在移動
通信業務上的經驗，助推大灣區智慧城市
的建設。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方舜文表示，為推
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發展，今年論壇與京信
通信合作，首次應用人臉識別技術，以平
均少於 1 秒的技術協助與會者入場。如此
沉浸式的會場體驗，能夠更好地營造業務
洽談氛圍。

7港原創品牌 盼拓文旅市場
此外，論壇重點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科
技創新前景，在洽談區匯聚了 56 間香港專
業服務、創業服務和科技服務供貨商，包
括：香港投資推廣署、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香港律師會、香港數碼港、京信通信
有限公司、安匯國際支付、思為國際建築

封山育林護水庫 潔淨供港東江水

穗港企業各顯優勢 互補共拓國際市場
師事務所等，集中介紹香港的優質專業服
務和創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還有7
家香港原創 IP 設計集中以懸浮 3D 影像技
術立體展示，希望能夠在大灣區覓得合作
商機，一齊開拓內地文旅市場。
來自香港的ARTRO DIGITAL市場總監
黃維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3D 影像服
務於各大品牌的視覺體驗。作為一家一站式
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數碼科技公司，擁有亞洲
領先的全息成像系統，可以在半空中顯示清
晰細節的3D圖像，而無需佩戴物理耳機。
黃維嘉透露，該技術應用於當下的社交
媒體活動和在線廣告效果很好，因此也斬
獲了大批國際高端品牌客戶，諸如佳能、
六福珠寶、潘朵拉、中國電信等。
在內地商業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下，黃維
嘉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能夠覓得在內地
的合作夥伴，一起為內地的商業營銷應用
注入新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河源報道）位於廣東河源市的新
豐江水庫「萬綠湖」，承擔着為
東江中下游城市和香港特區的
4,000多萬居民提供優質飲用水的
重要使命。數據顯示，目前東深
供水工程保障了香港 75%以上的
用水需求。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走進新豐江水庫了解到，庫區通
過人工造林、封山育林、補植套
種等措施提高森林涵養水源能
力，相繼建設 4 個生態公益林示
範區；而當地還實施「新豐江水
庫水質保護實施方案」，確保該
水庫一級水源保護區水質保持地
表水I類標準。

推生態旅遊新豐江水庫

作為粵港地區戰略水源地，新
豐江水庫「萬綠湖」區域總面積
達 240 萬畝，56 萬畝水域被 173
萬畝森林包圍，150.3萬畝森林全
部區劃為生態公益林中的水源涵
養林。廣東省新豐江林業管理局
副局長吳東科受訪時表示，先後
在庫區建設了 4 個生態公益林示
範區，其中省級 2 個；今年生態
公益林效益補償標準每畝達 39.1
元人民幣，是廣東省相關補償標
準最高地區之一。而新豐江水庫
所在的東源縣入選全國首批「綠

蔡冠深：穗港共建南沙科技合作門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長、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昨日出席論壇
時表示，在大灣區科技創新的新形勢
下，穗港之間的科創合作可以從產業鏈
互補協調、交通樞紐以及兩地學術成果
轉換等三方面來合力發展，進一步將南
沙新區建設成為穗港科技合作的核心門
戶。
蔡冠深指出，香港科技創新擁有科研實
力和市場轉化能力，也擁有完善產業配套
服務。作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三的國際金
融中心，香港能夠為科技創新融資資金，
風險投資、銀行貸款等各種基金需求提供
支持，能夠發揮「矽谷+華爾街」的雙重
優勢。

善用地理優勢 聯繫灣區海外
而在產業鏈互補協調方面，廣州高新技
術產業發展蓬勃，比如汽車、電子、航天
航空、醫藥等先進製造工業具備相當的規
模，正好跟香港上游科研、專業服務互補
優勢，可以打通科技產業鏈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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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發展。
此外，蔡冠深指出，要充分利用穗港地
理優勢，加強大灣區和海內外需求的聯
繫。同時也要深化兩地大學的交流合作，
成立聯合實驗室或技術轉移中心，進一步
提高大灣區科研實力。
蔡冠深介紹說， 目前香港不少大學已經
在內地成立分校和研究院，去年香港科技

大學更與廣州市政府、廣州大學達成
協議，在南沙共同籌建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分校，這種合作辦學模式不僅
把香港國際化的教研文化、管理
方式引進內地，也可以充分利
用大灣區人力資源，構建大
灣區國際科技人才的培養
基地。

世界律師大會邀港澳台同行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
報道）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即「全國
律協」）會長王俊峰昨日在北京透
露，由全國律協主辦的首屆「世界律
師大會」，大會官網昨日亦正式上
線，開始接受境內外律師註冊報名。
他還表示，這是中國首次主辦大型國
際性律師交流活動，將在全球範圍內
邀請 600 位政府及法律界人士出席，
亦歡迎港澳台律師與會。
近年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
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入推
進實施，中國涉外法律服務業快速發
展，法律服務市場呈現出巨大吸引
力。王俊峰表示，為增進中外法律界
相互了解，推進合作，首屆「世界律

師大會」旨在搭建世界各國律師交流
合作平台，進一步凝聚國際律師行業
共識，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法律夥伴
關係網絡，共同推進世界法治文明建
設。同時，對於加強中外法律界交流
合作，提高中國律師涉外法律服務能
力和水平極具意義。

12 月上旬廣州舉行
據悉，大會將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至10日在廣州舉行，主題為「科技進
步與法律服務」，設嘉賓主旨演講和
六個分論壇，議題包括「一帶一路」
與法律服務、國際貿易與合規、跨境
投資與併購、國際商事爭議解決、科
技與法律服務、律師公益法律服務與

社會責任。王俊峰介紹，此次大會將
在全球範圍內邀請 600 位來自政府，
包括司法部門、金融界、律師國際組
織、律師協會、知名律師事務所和有
國際經驗的律師共同參加。他還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大會亦歡迎港澳台律
師與會，「共同交流，推進合作」。
另據透露，針對江蘇省近年來涉外
法律服務需求十分旺盛的情況，江蘇
率先在海外設立法律服務中心，以更
好地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截至
目前，已在柬埔寨、阿聯酋、俄羅
斯、巴西、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印
度尼西亞等 7 國設立海外法律服務中
心，初步形成覆蓋「一帶一路」主要
區域的海外法律服務站點佈局。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
基地，是廣東省唯一獲此殊榮的
縣。
為加強對新豐江水庫水環境常
態化管理，東源縣源城區政府推
出「新豐江水庫水質保護實施方
案」，以水庫水域和集雨區為保
護對象，實行最嚴格環保制度。
其中，設立水質保護專項資金，
2020 年底前實現主要入庫支流水
面無垃圾、水浮蓮等漂浮物；加
強入庫河流排污口排查，實施清
單管理；所有排污單位要全面達
標排放，完善重點污染源環境信
用評價制度。同時，建立科學種
植制度和生態農業體系，多元化
發展鄉土休閒觀光、美麗鄉村旅
遊。

區內重要綠色生態屏障
「目前，新豐江水庫庫區森林
覆蓋率達 71.77%，相比 1984 年
首次廣東森林資源二類調查增長
超 20 個百分點；而庫區森林綠化
率更高達 100%，基本不存在裸
露荒山。」吳東科表示，通過森
林資源有效涵養等多措並舉，新
豐江水庫水質得以長期保持國家
地表水 I 類水標準，並被評為首
批「中國好水」水源地，成為粵
港地區重要綠色生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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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義警反恐防暴大比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1,000 名
深圳義警昨日在深圳會展中心北廣場進行演練，反
恐處突大比武、模擬處置突發警情，一切都接近實
戰。據深圳公安局透露，由於深圳市人口基數大、
外來人口多、警力編制有限，深圳警方發動近 30
萬名保安員隊伍成為「義警」。

■義警演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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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演練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首支義警隊
伍參與，雖是一場演練，但現場模擬的卻都是最接
近現實的場景，包括持刀打架鬥毆、歹徒搶劫商
舖、債務糾紛傷人、暴徒砍人等。

訓考合格須
「十會十能」
據深圳公安局工作人員表示，並非所有人都能成
為義警，訓考合格具備「十會十能」的保安員才可
以加入義警隊伍。除了基本隊列禮儀外，巡邏觀察
值守、使用裝備器械、觀察人員特徵、甄別違法標
語、簡易急救方法等各方面能力都要具備。
Cocopark 酒吧街是福田區一大特色，但因個別
年輕人喝酒過量，導致打架鬥毆情況時有發生。今
年，福田義警制度實施後，情況已經大為改觀。
深圳市公安局表示，義警職能分為應急處突和防
範宣傳兩大類，為深圳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作出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