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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水果首次直航深圳

惠台「26條」引發台企參與5G熱
可獲多元化資金幫助 與陸企優勢互補共享機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仰鵬 深圳
報道）昨日上午，首批直航深圳的高雄
水果在深圳海吉星農產品物流園開櫃。
該批高雄水果是落實深圳市與高雄市在
今年 3月達成協議的首批貨物，約
3,400箱，主要品種有鳳梨、釋迦、蓮
霧、芭樂、楊桃等。
據悉，該批台灣水果將依托深圳海
吉星市場完成在深圳的銷售，其中海吉
星客戶訂購約佔 60%，直供超市約
20%，其他客戶約20%。
3月24日，深圳市與高雄市達成了8

項交流合作共識，其中一項內容為深圳

市海吉星農產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4
年採購2億元（人民幣，下同）高雄農
產品及其製成品。
此次高雄水果經深圳灣口岸進入深

圳，也是台灣水果首次直發深圳。

免物流成本 果品更保鮮
據深農集團副總裁沈驊介紹，直發

深圳免去了很多中間費用，尤其是物流
成本，像釋迦、蓮霧等水果的價格可以
降低兩成，水果在保鮮上也達到最大
化，市民在口感上有非常大的體驗，市
民可以直接在水果品牌直營店，或者海

吉星農產品批發市場購買。
據悉，目前台灣水果每年在深圳市

場銷售量超過1萬噸，銷售額超過2億
元，其中高雄水果佔1,000噸左右。今
後，隨着直發增加，台灣水果在深圳市
場的份額還將進一步提升。
深圳市果品行業協會會長陳炳強表

示，高雄水果抵深為高雄農產品拓展了
產銷渠道，讓台灣農產品得以長期在深
圳農產品市場上展示與推廣，更有利於
建立台灣農產品常態性出口大陸的供應
鏈。
有水果經銷商表示，台灣水果一般兩三

天就可以賣完。下個月是高雄的水果旺
季，每斤水果大約會便宜5元至10元。

��������
������

「最開始在大陸接觸棒壘球是一
個偶然，幾個有共同愛好的台商一
起運動。」致力在深圳推廣棒壘球
的光晟文化體育 （深圳）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家豪如是說。

改革開放初期，張家豪的父母從台灣來到深圳
創業，生意規模越做越大。為了照顧家裡的生
意，2004年，張家豪來到深圳，開啟了一段與棒
壘球的故事。

2005年，大陸第一座標準慢壘集訓比賽場地在
光明區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大陸民眾認為棒壘
球運動是台灣人的運動，參與度不高，存在誤
會。」張家豪說。為此，他們多次組織兩岸隊伍
進行比賽，旨在推廣作為台灣第一大運動項目的
棒壘球在深圳發展。

去年2月28日，國台辦等單位聯合推出了「31
條惠台措施」。張家豪從中看到了希望，「其中
有一條指出人才文化體育項目的引進，光明區從
2006 年開始每年都組織兩岸比賽，正符合『31
條』的政策，經過籌備，我和朋友在2019年成立
了光晟文化體育公司，進一步在深圳推廣棒壘球
運動。」

資格認證細緻 包含工作年資
雖然公司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張家豪和其

團隊引進台灣職業人才，進駐到光明區和羅湖區
各兩所小學，從基礎動作開始教學，帶動孩子的
興趣，成立校隊參加比賽。

「台灣的棒壘球運動人才和教練已經趨於飽
和，而大陸市場剛剛興起，利用這項運動搭建兩
岸交流平台，對兩地都有益處。」對於剛剛出台
的惠台「26條」，張家豪表示，這是對去年「31
條」的改進版、推進版，反映了大陸的整個對台
工作，具有穩定性、持續性、一貫性。

「此次『26條』的出台，讓人看到台灣棒壘球
教練資格在大陸會被認可，更有利於台灣專業技
術人才在大陸推廣棒壘球運動。」據張家豪介
紹，越來越多的台灣教練來到大陸，尋求自己的
職業新發展。他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在大陸是
不是也要參加一些教練的職稱評定？當時的「31
條」有規定，原來在台灣的一些成果，也可以納
入大陸的職稱評定體系。這一次的「26條」進一
步規定，原來的一些成果，甚至在台灣工作的年
資，也可以計入大陸的體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作為一個台灣品牌，DOD是行車
記錄儀的創始者。2011年底，因

看重深圳的研發水平和供應鏈，張邱
竣在深圳龍華設廠，開始投入製造生
產。張邱竣認為，深圳是一個多元化
的社會，面臨世界的競爭，企業也要
調試。對於未來與大陸企業優勢互
補、共享機遇，他充滿了期待。
2007年，張邱竣來到深圳，第一站

就到了全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華強
北。張邱竣回憶說，「那時的華強北
是一個淘金的聖地，處處充滿了商
機，最開始是做硬盤、U盤等儲存設
備，也賺了第一桶金。」
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朋友拿着一

台DV找到了張邱
竣，諮詢是否
可 以 量
產 。

「那時候像這樣的影像設備很多，量
產的難度並不大，但是朋友希望將設
備裝到車上，這對設備的儲存和蓄電
能力提出了要求。」張邱竣通過市場
調查，發現車載影像設備是一個很大
的藍海市場，以此為創業的起點。
令他意外的是，市場上對行車記錄

儀的需求特別高，2008年推出第一款
產品後立刻成為「爆款」，用張邱竣
的話說「產品一出工廠立刻被搶
光」。他表示，之所以選擇在深圳建
廠，除了良好投資環境和特殊區位優
勢之外，「近年來，深圳對台企發展
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陸續出台一系列
惠台政策，對台商非常關照。」

融資支持有利在陸發展
台資企業在融資中會遇到各
種各樣的難題，此次惠台

「26條」中，台資
企業也可以

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享受大陸所提供
的關於貿易救濟跟貿易保障的一些措
施。對於張邱竣來說 ，對資金解決提
供了多元化的幫助，有利於在大陸繼
續發展壯大。

正籌備行車記錄儀聯網
張邱竣特別關注到「26條」中，涉
及台資企業可按市場化原則參與大陸
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研發、標準制
定、產品測試和網絡建設。他說：
「出台『26條』措施後，我們可以更
多地參與大陸一些高新科技項目，甚
至是5G項目，這將為企業發展帶來新
的巨大商機。」
「『26條』剛出來，相信以深圳的

速度很快就能落地。」張邱竣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他正籌備將行車記錄
儀推向互聯網，形成車聯網。
「5G是利用信息產業和即時存儲。
對企業來說，能有這麼一個平台對接
大陸系統廠商非常難得，我們的技術
也達到了國際水平，可以做技術與市
場的結合。我們終於可以觸摸到以前
大陸企業可以觸摸的地方，這將是一
個很好的市場和機會。」
據張邱竣透露，最近已有不少企

業表達了要與DOD聯合開發5G市
場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

華 深圳報道）「大陸信息通

信市場規模龐大，5G產業發

展前景廣闊。台灣在信息通

信行業有較強競爭力，5G將

為台灣相關企業發展帶來新

的巨大商機。」DOD總經理

張邱竣在惠台「26條」中看

到5G的商機，並表示最近陸

續有不少企業與DOD協商，

開展車聯網的合作。

■受惠台「26條」吸引，台企DOD公司將開發5G相關項目。圖為該公司在深圳的工廠。 受訪者供圖

■張邱竣
香港文匯報
記者石華 攝

■首批直航深圳的高雄水果在深圳海
吉星農產品物流園開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6日(星期六)

11月14日(第19/125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170,210 （1注中）

三獎：$75,650 （76.5注中）

多寶：$15,42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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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陳女士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在香港實行電子支付的背
景、起源、目前的應用及未來趨勢和發展等議題。

她提到，隨着智能電話在香港愈來愈普及和香港人每天
使用智能電話的時間日漸增加，對市民使用電子支付提
供了良好的基礎。現時全港已有超過五萬間零售商戶支
援AlipayHK付款，令市民可從不同場景體驗便捷的付款
服務。未來AlipayHK更有機會與香港特區政府及其他公
營機構合作，可見電子支付在香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且日漸成熟。
有人問到如何改變大眾固有的付款思想，從而令更多

人從現金交易改為嘗試使用電子支付？陳女士回應說，
這正是她的團隊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例如是否可以在

更多不同種類的繳費服務上加入電子支付的選擇，以及
與更多的商戶合作推出更多的優惠以吸引大眾使用電子
支付。
此外，有人問及電子支付的安全性和在香港的現有規管
下電子支付的運作情況，陳女士表示，智慧城市即是以科
技去重新定義日常生活的流程，並以應用去帶來更多日常
生活上的方便。香港金融管理局有十分嚴謹的規管制度，
AlipayHK在相關機構監管下發展出安全性非常高的電子支
付系統和保障措施，以保障賬戶安全。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范徐麗泰代表中心致送了紀念
品給陳女士。參加者表示從獲益良多，加深了對網上商貿
和電子支付的認識。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發展、香港文化旅遊購物
地標「1881」為慶祝開幕十周年，推出一系列精彩
活動及購物禮遇，反應熱烈。11月，「1881」繼續
為顧客送出更多尊尚禮遇，包括與星級酒店攜手送
出免費客房住宿予貴賓。凡於「1881」內消費滿指
定金額，即可獲得免費入住九龍酒店或九龍海逸君
綽酒店之禮遇，每位貴賓最多可享兩晚住宿。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黃思行表示，
「1881」作為香港文化旅遊及購物消閒地標之一，
一向致力吸引各國遊客蒞臨香港，不單只是購物，
更希望推廣香港文化及歷史，故今次推出「買、
住、賞」禮遇，藉此讓遊客前來參觀「1881」的百
年歷史建築以外，可以盡享購物樂趣兼獲免費酒店
住宿，令他們的香港之旅更豐盛。
今次合作的兩間星級酒店均坐落於九龍核心地
段，各有特色，為「1881」的賓客照顧周到。九龍

酒店位於尖沙咀彌敦道的「黃金1英里」購物天堂
地段，亦是美食的集中地，同時毗鄰香港文化中
心、香港太空館等地標，與「1881」只有數分鐘步
程；而九龍海逸君綽酒店位於毗鄰尖沙咀的紅磡黃
埔，酒店前迎享譽全球的名勝景點維多利亞港，景
色優美，酒店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接送賓客往來尖沙
咀區，信步即達「1881」。

近日，由意大利文化研究院、意大利大使館舉辦
的意大利文化周在香港舉行，活動邀請旅意華人女
高音王冰冰和意大利Classic swing四重奏，為香港
的愛樂觀眾獻上一場原汁原味、充滿「意」式激情
的音樂會。
在音樂會上，王冰冰一襲紅裙，身姿曼妙，以威
爾第的歌劇《這夜晚多寧靜》拉開序幕，隨後王冰
冰與四重奏共同合作演繹了十幾首經典歌劇，從
《愛情乘着翅膀》、《我親愛的爸爸》、《蝴蝶夫
人》到《我的吻如此炙熱》，還和男高音陳晨演繹
了男女二重唱《愛之甘醇》。
本次音樂會展現了意大利音樂藝術的魅力和風

采，促進了兩國藝術交流和對意大利文化藝術的傳
播。王冰冰在音樂會上表示，非常感謝意大利參贊

Clemente Contestabile的極力促成，希望未來能有
更多的機會可以兩國文化的使者，讓更多的人真正
領略到歌劇藝術的巨大魅力。
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作為驚喜嘉賓，為現場的觀
眾帶來了《康定情歌》等經典歌曲。

「1881」十周年禮遇再度加碼

意大利文化周在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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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進舉辦智慧城市與電子支付發展講座

繼先後舉辦了十一次「青心直說」講座活動後，勵進教育中心日前以招待「勵進之友」及獲
邀請人士的形式，舉辦了「青心直說」第十二講，並邀請到AlipayHK行政總裁陳婉真擔任主講
嘉賓，與擔任嘉賓主持的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一起跟120多位參加者分享智慧城市及電子
支付的未來發展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