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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蔬菜統營處 本地有機蔬菜
24小時供應，
分級加工

魚類統營處 香港海魚批銷服務
可提供潔淨海水、
海產加工等服務

宏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本地新鮮蘑菇 本港種植品質保障

唐順興家禽（香港）有限公司 走地雞等家禽產品
養殖、加工、銷售
全產業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303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A11
■責任編輯：趙 慶 ■版面設計：卓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昨日，首列商業運營的氫能源有軌
電車在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正式上
線。
高明氫能有軌電車總投資為10.7

億元（人民幣），規劃全長17.4公
里，設車站20座。當日上線的示範
線為首期工程，全長6.57公里，共
設置車站10座。試乘過程中，感受
平穩、舒適、噪音小。

最高時速70公里可達「零排放」
高明現代軌道交通建設投資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麥超明說，上線運營
的氫能有軌電車可載客285人，最
大運行速度為每小時70公里。每列
車安裝6個儲氣瓶，續航能力可達
100公里。
與傳統的有軌電車相比，氫能源

有軌電車的特別之處在於採用氫燃
料電池作為動力源，即通過燃料電
池內氫和氧相結合的化學反應產生
電能，驅動有軌電車，做到污染物
「零排放」。
高明區氫能源產業發展較快，已

集聚了中車四方、泰極動力等數十

家涉及氫能源產業的相關企業，基
本構成了整車製造、動力電池、汽
車動力轉向器及配套零部件等上中
下游產業鏈。
佛山市副市長許國說，佛山市

是國內發展氫能源產業較早的城
市之一，截至今年10月，全市累
計投放氫燃料電池汽車768輛，
建成投運6座加氫站。今年將建
成12座加氫站，並計劃2020年推
廣千輛以上的氫燃料電池公交
車、氫燃料電池物流車以及建設
28座加氫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今年以來，深圳機場先後
新開了深圳至約翰內斯堡、特拉維
夫、名古屋、羅馬、德黑蘭等8條
國際航線。據悉，年內還將陸續開
通深圳至濟州、檳城、富國島、巴
淡島、加德滿都、福岡等多條國際
航線，機場年國際旅客量也將首次
突破500萬人次。

與深通航國際城市逾50個
今年，深圳機場進一步加快國

際化發展步伐。截至11月，已開

通深圳至約翰內斯堡、特拉維
夫、名古屋、雲屯、羅馬、德黑
蘭等8條國際航線，並加密了包括
東京、首爾、胡志明、河內等18
條國際航線，國際客運通航城市
超過50個。
「得益於深圳機場國際航線網

絡完善，前期我們從深圳出發的
遊客數量也有很大的突破。」據
深圳市華僑城旅行社出境副總監
曾海生介紹，現在從深圳出國越
來越方便，尤其像東南亞等地很
受深圳市民歡迎。隨着深圳機場

國際航線進一步增多，預計明年
深圳出發去東南亞的遊客數量還
將增加10%-20%。
國際航線增多的同時，深圳機

場配套服務及口岸功能也持續完
善，經深圳機場進出境也成為更
多人的出行選擇。今年前 10 個
月，深圳機場國際旅客量達到
431.1萬人次，同比增長32%，全
年國際旅客量將首次突破500萬人
次，並連續四年保持三成以上增
長，增幅在國內大型機場中排名
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昨日上午，深圳皇崗口岸重建項目
拆除工程啟動儀式在皇崗口岸舊查驗場
地舉行。隨着皇崗口岸舊查驗場地的拆
除，廣受關注的皇崗口岸重建項目全面
進入新的建設階段。香港文匯報記者了
解到，皇崗口岸將採取邊通關、邊拆除
重建的模式，保障深港兩地居民正常通
關。新口岸建成後，日均通關人次約
20萬。
皇崗口岸位於深圳市福田區，與香

港落馬洲口岸隔河相望，是全國第一
個、也是深港之間目前唯一實行24小
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該口岸建成啟
用至今已近30年，亟需通過全面升級
改造優化通關環境、提升通關效率。皇
崗口岸重建已列入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基
礎設施建設項目, 也是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建設的重要配套設施。

採邊通關邊拆除重建模式
深圳市委、市政府於今年6月審議通
過《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園區空間
規劃深化方案》，明確了皇崗口岸重建
的規劃。該口岸重建後，現有貨檢通關
功能將逐步轉移至深圳東西兩翼的其他
口岸，預計可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
設釋放約50萬平方米的土地空間。新
口岸將實現「一地兩檢」查驗模式，
「6+2」軌道交通便捷連接，成為輻射
大灣區、面向世界的超級口岸和綜合交
通樞紐。
皇崗口岸將在原址重建。為保障重

建期間的口岸通關需求，重建項目以邊
通關邊建設邊拆遷的方式加快建設進

度。6月28日，臨時旅檢場地動工建
設。目前臨時旅檢場地建設進展順利，
建成投入使用後，現旅檢大樓將實施全
面拆除。

新口岸日均通關20萬人次
皇崗口岸重建工作現階段先行拆除

的舊查驗場地老舊建築約4,000平方
米，可為新口岸建設騰出土地空間約
3.2萬平方米。新口岸通關能力較現在
大大提升，日均通關能力將達20萬人
次，高峰期可達30萬人次。
深圳市口岸辦公室主任王守睿介

紹，未來深圳福田區和深圳市口岸辦、
深圳市建築工務署將繼續協調有關單
位，加快拆除公交場站、電信皇崗機
樓、舊聯檢樓等口岸片區老舊建築，力
爭於2020年上半年完成全部拆遷安置
工作，2022年底前完成新口岸建設，
一個全新的、國際一流水準的大型口岸
將呈現在深港之間，為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和粵港澳大灣區提供通關保障。

首設大灣區展區 共建農產品「灣區標準」達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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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隨着5G技術在國內逐漸推廣，5G農產
品也初露端倪。在第十屆廣東現代農業博覽會
上，專門開闢出數字農業展區，展出多款通過
5G實現高效監測農產品生長的高新產品。
作為 5G技術的直接使用和推廣單位之

一，中國移動廣東分公司在本屆農博會上展
出了5G農用無人機、土壤監測儀等新品。
據中國移動市場營銷中心經理盧澤文介紹，
這兩款新品均是針對5G技術覆蓋後的使用
場景推出的。「比如過去無人機航拍監測農
田狀況，4G網絡下高清視頻實時監測會有8
至9秒的延遲，而採用5G網絡後，延遲時間
縮至 3秒內，無人機的操控性能將大大提
升。」
此外，是次廣東移動主推的土壤監測儀在搭

載5G網絡後，可實現遠程數據傳輸，同時配
合內置太陽能板充電技術，可提供空氣溫度、
濕度、光照、土壤濕度等六項專業數據監測，
並達到監測儀定時傳輸最新數據，維持一年無
須充電等強大優勢。
盧澤文還表示，隨着5G技術的加速普及，

廣東移動還將研發推出更多基於5G網絡的高
科技型農用設備。

據了解，本屆農博會以「灣區品
質 開放共享」為主題，由廣東

省農業農村廳、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等
單位主辦，並專門設立了大灣區交流
合作展區，邀請港澳地區的政商界代
表和業內精英到會參觀，同期舉辦粵
港澳大灣區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圓桌會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工程推
介會，把農博會打造成灣區市場窗
口，旨在讓更多優質的農產品通過農
博會平台進入港澳及國際市場，實現
「買全國」到「賣世界」。

佈局灣區 今年銷量12億元
在大灣區交流合作展區，香港文匯
報記者看到，香港蔬菜統營處、魚類
統營處等香港農業機構及企業紛紛參
展，作為本屆農博會大灣區採購商代
表，唐順興家禽（香港）有限公司總
經理唐展曜帶來了黃麻雞、鬍鬚雞等
多款公司養殖的家禽產品。
據唐展曜介紹，公司自1990年成

立至今，已經在大灣區形成了家禽養

殖、加工、包裝、銷售於一體的全產
業鏈體系，並擁有直供香港25年的
經驗。他還表示，過去公司的家禽產
品主要與香港大型連鎖超市、餐飲酒
店業、電商平台進行長期合作，而在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公佈後，唐展
曜也適時抓住機會，以供港農產品的
統一檢驗標準向大灣區市場輸入產
品，今年產品總銷量一度達到12億
港幣。
「之所以堅持向供港農產品標準看

齊，是為了創造優質品牌效應。」唐
展曜說，公司正與粵港相關部門合
作，努力構建家禽產品的「灣區標
準」。展會上，該公司還獲得廣東突
出貢獻採購商殊榮，唐展曜表示，公
司會繼續探索大灣區合作機遇，推動
「灣區標準」在更廣泛的農產品品類
中普及。

港菇質優 試水內地市場
另一家來自香港的宏瀚國際香港

有限公司則在現場展出了香港本土
種植培育的新鮮蘑菇，該公司負責

人鄭蓉表示，公司成立五年來，一
直深耕香港本土市場，這是首次攜
產品到內地參展。「過去我們與百佳
超市、惠康超市等大型連鎖超市都有
長期合作經驗，在享受到CEPA相關
措施的便利後，我們決定到內地市場
試試水。」鄭蓉表示，公司目前專注
於蘑菇類產品的種植，產品優勢也主
要體現在食材口感和品質優良，「我
們對食品安全有很嚴格的篩選工序，

所以現場展示的蘑菇生吃都沒有問
題。」在展會上，工作人員也頻頻
邀請路過的採購商分別品嚐生熟蘑
菇對比口感差異。
鄭蓉還坦言，這次參展希望能夠找

到合適的合作方，考慮到內地農產品
定價與香港存在差別，宏瀚國際將把
大灣區城市群作為市場佈局的第一
步，一旦產品的品質和價格被認可，
將進一步拓展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帥 誠 廣 州 報

道）昨日，第十屆廣東現代農

業博覽會（下稱「農博會」）在

廣州開幕，本屆農博會首次設立了

大灣區展區，香港蔬菜統營處、宏瀚

國際等港資企業及機構參展，唐順興家

禽（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唐展曜獲頒

廣東突出貢獻採購商殊榮，其公司在大

灣區建立了家禽、蔬菜等農產品全產業

鏈基地，並打造灣區統一檢驗標準，產

品年銷售額達12億港幣。他表示，公

司目前除了採購內地產品在香港本土

銷售，也按照供港標準內銷大灣區

市場實現雙贏。另有香港展商首

次赴內地參展，帶來香港本土

種植的蘑菇，期待融入大

灣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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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氫能源有軌電車佛山投運

深機場年國際客量將破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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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崗口岸拆除重建工程全面啟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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