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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来自美国纽约的知名餐厅酒吧Employ-
ees Only 正式宣布进军香港中环的兰桂坊。开业于
2004 年的这家餐吧以调制创意鸡尾酒著称，曾连续获
世界最佳鸡尾酒吧、美国最佳调酒团队等赞誉。

此番借香港打开亚洲市场，酒吧联合创办人伊格
尔兴奋地表示，香港不仅是全球的商业枢纽，也是中
西饮食及文化的总汇，“要在亚洲拓展品牌，拥有优
质营商环境的香港是首选。”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记
者，我们独特的鸡尾酒文化、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及
地道的美式餐食，将为香港的餐厅及夜生活体验带来
新元素。

伊格尔的餐吧并不是孤例。放眼兰桂坊，源自法
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地的餐厅及酒吧在街边林
立，相当吸睛。

正如兰桂坊集团主席盛智文说的，“兰桂坊是实现
梦想的地方”。这句话，放在全香港也同样适用。这座
城市的优质营商环境，正为无数企业插上梦想之翼。

一年引资千亿美元
有赖优质营商平台

6月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17年世界
投资报告》，香港于 2016 年吸纳直接外来投资总额为
1080亿美元 （约8400亿港元），全球排名第四，而亚洲
排名仅次于中国内地的1340亿美元。

“这一数字，比 20 年前升了 9 倍还多。”香港特区
政府经济分析及方便营商处经济顾问陈李蔼伦向记者
介绍说，从企业数量上来看，目前有逾 3700家外资企

业选择将香港作为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相比 1997
年香港回归时大增48%。

“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犹如一个桥头堡”，她
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自上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
来，香港便致力将外资引入内地，近年香港转型，越来越
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的营商平台走向世界。

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经审批来港投资
的内地企业达4000家，涉及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862
亿美元，占内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
上。陈李蔼伦认为，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香港
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正愈加丰满。

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为记者翻查数据
表示，署方于 2016 年共协助 391 家海外及中国内地企
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涉及投资金额 160亿余港元，
主要业务包括餐饮、旅游、运输及创科等。

以创意上海本帮菜闻名的“苏浙汇”是内地名
店。2010 年进驻香港，在湾仔新鸿基中心开设旗舰
店，短短两年内便摘得“米其林餐厅”一星殊荣。金
萌苏浙汇 （香港） 有限公司主席刘裕俊是土生土长的
香港人，上世纪末他在上海创立首间苏浙汇，随后在
全国范围内打响名堂。打拼十余年后，刘裕俊选择回
到出生地香港继续扩大业务版图。

对他而言，香港是个特别的地方，“对这个城市我
一直怀着一份情结，但带给我更多感动的是它所蕴含
的机遇”。刘裕俊告诉记者，他在香港结交了许多对集
团品牌有莫大信任的长期合作伙伴，此外香港拥有成
熟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营商平台稳固，再加上与内地
关系密切，非常有利于促进两地的业务发展。2016 年

底，苏浙汇在香港太古城中心开
设了第二间本地分店，周末平均
每天接待顾客1000余名。“若品
牌出色，商机自然到来”，刘裕
俊说。

傅仲森介绍说，投资推广
署办事处遍布世界各地 30 余个
主要商业城市，驻外团队不定
期与当地商会合作，搜罗对香
港经济发展有裨益的企业在港
设立业务。提及招商引资方面
的优势，他侃侃而谈，“毗邻区
内重要市场的地理位置、完善
的金融市场及监管制度、低税
率及简单税制、自由的经济体
系、专业又兼具国际视野的人
才库……”

记者翻查投资推广署的投资
案例，厚厚的手册包含着形形色
色的行业。英国店内音乐龙头

Imagesound、 美 国
硅谷货运代理商飞
协博、比利时糕点
烘 焙 公 司 Puratos

（焙乐道）、加拿大
建筑师事务所 B+
H、泰国连锁酒店
ONYX……

“将外资‘引
进 来 ’、 助 内 资

‘走出去’，香港可
谓是方便营商领域
的‘先行者’，当然也是佼佼者。”陈李蔼伦评价道。

便利商家开拓生意
办牌照不用“跑断腿”

除了为海外及内地企业创造优质营商环境之外，
陈李蔼伦及她的同事也在全港范围内推广各项方便营
商的措施，为本地企业保驾护航。

今年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公布最新的统
计数字显示，截至 2016年底，在香港注册的本地公司
总数逾134万家，其中98%属于中小企业。陈李蔼伦直
言，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命脉，因此在制定或
检讨相关政策时会特别留意这些企业潜在的应对风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便利，”她向记
者解释说，以发牌 （即颁发营业执照） 为例，经济分
析及方便营商处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同时兼顾简化申
请手续、增加发牌效率、保证规管透明度等多个方
面，“说到底，就是在监管和高效之间取得平衡”。

2007 年初，特区政府在咨询业界意见后推出“精
明规管”计划，联同近 30个相关政府部门开展改善措
施，以简化发牌程序和降低业界的遵规成本。其辖下
更设立10个涵盖不同行业的营商联络小组，10年间与
业界共同商议超过1100个议题。

方便营商处主管郭志强形容这项计划为“一站式
发牌服务”，现在企业主只需去发牌部门递交申请即
可，后续程序则由政府部门内部协商进行。有茶餐厅
业主感叹：“过去申请牌照要业主本人在多个部门之间

‘跑断腿’，耗时费力；现在申请手续简化了，跑完一
趟就可以在家安心等待审批，实在是便利太多！”

陈李蔼伦举例说，在过往的条例许可下，餐厅可
以先拿到“P牌”（暂准营业执照） 进行营业，但至少
需等待170天左右；而新计划实施后，获取“P牌”的
等候时间大大缩短至仅50天。

针对一些须处理大量发牌工作的部门，例如屋宇
署、食物环境卫生署、消防处及民政事务总署等，经
济分析及方便营商处会为部门员工提供加强顾客服务

的培训课程或分享会，在公务员队伍内推广并培养方
便营商及精明规管的文化。而现在已有9个发牌部门分
别委派了专责“方便营商主任”监督发牌运作，并按
需进行程序检讨，包括屋宇署、机电工程署及环境保
护署等。

“民生无小事。”令陈李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个雪糕车业主的来信。按例，雪糕车牌照只包括贩卖
雪糕，但业主往往也会同时贩卖一些口香糖、纸巾等
小件货品。“我可以卖纸巾吗？我需要申请贩卖纸巾的
牌照吗？如果没有牌照算违法吗？”雪糕车业主的三个
问题看似简单，却让陈李蔼伦的团队埋头研究了数月。

“最终，我们确定了一个方案，就是雪糕车牌照内
可以包含附属业务，贩卖纸巾就算其中之一，业主不
必申请其他种类的牌照也不会构成违法。”陈李蔼伦将
方便营商处的同事形容为“救火队员”，她自豪地告诉
记者，在业主提出的问题中，案例成功处理率达到
99%。

国际评级机构认可
“营商效率”排名第一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17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最具
竞争力经济体，且连续第三年在“营商效率”类别中
排名第一。世界银行发表的年度 《营商环境报告》
中，香港连续10年稳居排名榜前五位。

“这些评级说明了香港已受到国际间的广泛认
可”，陈李蔼伦表示，作为政府经济顾问，为香港创造
可持续的方便营商环境，她责无旁贷。

而日新月异的科技，是帮助改善营商环境的利
器。以电影院为例，数年前影院需在门口摆放纸板显
示影片时间及场次，现在悬挂一块小小的滚动荧光屏
幕便可囊括所有信息。陈李蔼伦笑说，科技在进步，
政府工作也得进步，“‘小小事情、大大帮忙’，这一
直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本报香港7月6日电）

第一次与王太田先生见面，是在夏日的一个
午后，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西文化艺廊。那
天，太田先生所带学生的结业画展在这里揭幕，
这也是34年来，太田先生在此业余教授的第三十
四期生活美学国画山水班学生的作品展览。记者
发现，这 30位“老学生”，虽然最小的已年逾花
甲，最大的101岁，但是，簇拥在须发皆白的太田
先生身边，完全是一副“小学生”的虔敬模样。
他们一边仔细观摩老师示范作画，一边认真聆听
老师教诲：画山水画时，自己心中首先要有一幅
山水画，画作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这是人生体悟，也是生活美学，几十年来，
王太田先生自己一直恪守奉行。

1945 年，王太田出生于台南县一个贫寒之
家，虽然少时就喜欢涂鸦，但经常苦于无钱购买
纸笔颜料，直到就读台南师范时，才有余钱购买
平生第一盒水彩颜料，因此对于得来不易之纸笔
颜料特别珍惜，作画也格外用心谨慎。

在漫长的学艺生涯中，王太田曾师从多位前
辈。宝岛的瑰丽山水，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从上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王太田先生的足迹遍及
宝岛形胜，苏花风光、中横奇景、阿里山云海、
东北角之美，是其最向往的写生作画题材，几乎
年年前往，捕捉山灵海韵。

集百家之长融为己用，王太田先生又自悟缠
丝皴法、飞燕点法、松麟披法等不拘一格的技法。

“搜尽奇峰打腹稿”，王太田先生终于在创作上形
成突破，铸就其山水画之五绝：崇山、流云、苍松、
飞瀑及清溪。其中，尤以流云为最，多次参赛，荣获
大奖无数。在台湾艺术鉴赏大师于百龄先生眼里，
当代画家之中，唯有王太田将张大千遗风与心香
笔法合而为一，创造出另一种泼墨、破墨意境。

王太田先生的画作，满纸云烟，气象万千。山
水灵动之处，仿佛涛声入耳，独特的绘画音乐性
与临场感，让作品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在宝
岛台湾，王太田先生有“涛音大师”之誉。

说到“涛音大师”，还有一段太田先生“顿
悟”的故事。早年间，台湾灵鹫山的心道禅师参
观王太田的画展，赞叹之余，指点其不仅要“画
其形”，还要“绘其音”。王太田起初百思不得其
解，形好画，可音从何来？直到有一天，大师忽
忆起“风动幡动”这一禅宗公案，顿悟到“原来
空气有形，声音亦能入画”。豁然开朗的大师，

从此在山水画上走出了一番新境界，涛声、水
声、风声等有声之物皆成为创作的素材，“涛音
大师”的名号也逐渐广为人知。

当年李登辉主事台湾之时，不知从何处看到
王先生的画作，惊为天人，乃请时任“总统府秘
书长”蒋彦士转达礼聘其为国画老师之意。王太
田先生接获电话后大吃一惊，最终他选择逃跑，
也不愿成为“御用画家”。大师的真性情，可见
一斑。说起当年事，王太田先生表示，艺术家就
是要自讨苦吃，可有十分傲骨，不可有一分媚
俗，否则沦为下品。

时至今日，先生早已实至名
归，却依旧长年闭关画室，安
静恬淡，内敛自省。但他对于
艺术教育推广和两岸文化交流
却不遗余力。

37 年来的每个周四下午，他
都会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义
务 教 学 生 画 画 ，导 引 他 们 追 求

“精气神”“真善美”的艺术生活。
百岁老人程京震，自台北科

技大学退休后，就向王太田先
生学习国画，台北科技大学曾
为 程 京 震 教 授 举 办 绘 画 个 展 ，
成为岛内画坛佳话。

这些年，两岸文化交流日益
频密，王太田先生也乐在其中。
每当有大陆同仁来台，王太田先
生总是扫榻以迎，与他们一起铺
纸提笔，穿越在艺术的山水云烟
之间。与此同时，王太田先生已
将他画作带至北京、上海、福
州、厦门等地巡展。

他说，两岸画家交流“不仅
能画出两岸山水，更能画出血浓
于水的民族性”。他期望在不久的
将来，桂林山水、天堂西湖、长
江三峡等大陆美景，都能在他的
画卷里展现更多魅力。

最近，王太田先生出版了他
第十部个人书画专集、也是唯一
的心经山水画集 《王太田画选
集》，受到岛内美术界的赞誉。

王太田先生认为，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东方
绘画绝不会输给西方的画作，西方人认为东方
艺术不够深刻，其实是不了解中国画的气韵与
意境，中国画的内涵在于其必须在历史文化背
景之外，还需结合诗、书、画、印才能构成国
画，而国画又以水墨为上，不断追求新的境
界，并将当代思想植入画中。“画水水生辉，画
山山动情；山水一脉通，两岸一家亲。”王太田
先生表示，两岸书画艺术有着共同的文化，要
更加努力地让这种文化扎根，共同把它传承下
去，创造出更多精彩的水墨作品。

香港：城市规划与保育并行

香港拥有广阔尚未开发而自然景色丰富的地方，当中包罗各式各
样的生态环境，培育了品种繁多的香港本地植物，也为香港本地和迁
徙而来的野生动物提供栖息之所。香港占地1104平方公里，有超过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受保护地区”，当中包括郊野公园、特别地区
和自然保育地带。

香港在城市规划设计初期就设立保育区域，尽力避免工程破坏生
态环境及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位于香港天水围的香港湿地公园，是
特区成立之后规划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生态保育基地。它是一个由人
工和天然湿地组成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处，也是进行公
众教育的理想地。

上世纪90年代，因发展天水围新市镇，该处部分原有的湿地被填
平，而湿地公园就是一块“补偿”湿地。目前香港有560多种鸟类，其
中260多种可以在湿地公园找到，不愧是“鸟类的天堂”。此外，还包
括蜻蜓、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等与湿地有密切关系的物种。

澳门：分区管理生态保护区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江口的西侧，过去是香山县南端
的一个小岛，孤悬海上。后因西江泥沙沉积，逐渐形成陆连岛。西江
带来的大量泥沙的堆积，使澳门周边形成了不少滩涂湿地，而这些区
域作为大自然的“肺”，已越来越受到保护。

路氹城生态保护区是澳门首个生态保护区，建立在路氹填海区，位于路
氹莲花大桥附近，占地约55公顷，分为有限度开放管理区和开放式管理区。

有限度开放区紧靠莲花大桥西北，面积约15公顷，在其东堤、北
堤设有四个观鸟台，此区内有草滩、芦苇和树林。开放式管理区位于
路氹填海区的西岸，面积约40公顷，内设有三个人工小岛，泥滩上分
布有五种红树林植物，鸟类喜欢在此区觅食。

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工程分别在2003年底及2004年中竣工，并委托
顾问公司负责管理和保养，有系统地收集该区域的底栖生物、植物、
雀鸟、水质及周边环境资料数据。

比利时烘焙公司Puratos（焙乐道） 在香港开设亚洲研发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提供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香港为何这样香港为何这样““牛牛””
本报记者 陈 然

澳洲联邦银行在香港开设的一个海外创新实验室。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提供

墨洒绫缣妙入神
——台湾画家王太田的“大千世界”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图为王太田 （中） 在指导国画山水班学生作画。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港澳生态保育有妙招
孙 楠

来澳门过冬的黑脸琵鹭在路氹城生态保护区栖息。
（图片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