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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熊猫人偶表演、带有成都与香港特
色的音乐快闪、熊猫巴士港岛巡游、泸州老窖创新
酒品品鉴、川茶茶艺表演……一系列的川味活动，
在维多利亚港畔轮番登场。

近日，“川港合作周”活动在香港举行。除了投
资、金融方面的推介活动外，各种文化活动也陆续
举行。在中环码头、在金紫荆广场、在兰桂坊……
众多香港市民及前来观光的游客对举办的活动表现
出浓厚兴趣，流露出对四川文化尤其是成都元素的
喜爱与追捧。

熊猫主题广受喜爱

“好开心！”“熊猫人偶好可爱！”……现场观众
一边欢呼尖叫，一边围在打扮成熊猫形象的人偶身
边拍照合影，留下精彩瞬间。

8月21日及22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
办的“天府乐章·畅响蓉港”音乐快闪活动与“萌态
熊猫·舞动香港”城市快闪活动在香港中环天星码头
举行。热情炽烈的《康定情歌》、明快活泼的《太阳
出来喜洋洋》、婉转悠扬的 《采花》、饱含深情的

《成都》 以及颇具香港特色的 《东方之珠》《狮子山
下》 等歌曲通过 6 位乐手的演奏，吸引许多观众驻
足欣赏。

表演期间，一名萌态可鞠的“熊猫人”担任
乐队指挥。它圆润而不失灵活的姿态，呆萌而不
失精准的指挥引得观众欢笑连连；其他“熊猫
人”则深入市民群体，与观众亲切拥抱、拍照，
并将精心准备的熊猫小礼物与成都的各类宣传资
料送达观众手中。

而在熊猫巴士巡游活动中，熊猫人偶和乐手们
一起登上开往金紫荆广场、铜锣湾闹市区、太平山
顶缆车站以及文武庙等地的双层敞篷游览巴士，向
乘客及路边的民众进行表演及互动，展现成都文化。

“这样的活动很有特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
中受到成都文化的感染。我很喜欢大熊猫，希望能
亲自到它们的家乡去看一看，也去感受成都独有的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美食。”采访中，香港市民

于淑文这样表示。

文创专场助推合作

“成都的三国文化、大熊猫文化都很受香港市民
的欢迎，因而大家都愿意选择成都为自己的旅游目
的地。”致辞中，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陈百里说，如今成都的传统文化也焕发着新颜，成
都创意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大家有目共
睹。而香港的创意产业也已成为排名前五的产业，
未来两地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很有前途。

8月24日，“成都建设国家西部文创中心专场推
介会”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行。这项活动由成都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办，来自港澳及全球的文化名
流、知名文创企业及投资人等聚集于此，通过主旨
演讲、交流互动、项目洽谈等形式，分享蓉港两地

在发展文创产业方面的经验及合作形式。
在活动现场，10多家知名港企及品牌协会与成

都相关企业和机构签订了合作项目协议，涉及影视
文创产业、视听产业、文化旅游、舞台剧基地建
设、文旅商业及特色小镇打造等多个类别。例如成
都传媒集团与艺文中国联盟签署 《国际科技文创新
生态集群项目合作协议》，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和前瞻性、有成都特质的“文化新生态集群”；成都文
旅集团与港中投签署《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合作协议》，
推动成都大熊猫基地、宽窄巷子等地的合作开发。

川酒川茶香飘港岛

“为了川港合作干杯，为了川酒的创新发展干
杯！”在动感音乐和酷炫灯光的助兴下，来自四川和
香港两地嘉宾共同举杯，庆祝泸州老窖发布新款预
调酒。8月 23日，传统的川酒企业泸州老窖在香港
颇具国际范儿的酒吧聚集地——兰桂坊举办创新酒
品全球品鉴之夜活动。

据泸州老窖相关负责人介绍，白酒是四川的优
势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等大的背
景和趋势下，泸州老窖在保持传统白酒优势的同
时，也致力于通过旗下的百调品牌打出创新白酒，
推出预调酒、鸡尾酒等多种款式，让它们也能在现
代酒吧、在国际化的派对中崭露头角，成为川酒

“走出去”的新方式。而香港就是他们的第一站。
除了川酒，品川茶、观茶艺的活动也受到香港

嘉宾们的欢迎。在君悦酒店，来自香港的中国通商
业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许快乐表示，这一次来参加

“川港合作周”活动，就是要看看四川有哪些投资机
遇。而飘香的川茶在现场吸引了他，他认为这一产
业将来不失为一个投资的选择，让川茶以香港为平
台，更好地走向国际。

除此之外，以灯影牛肉、兔头、豆干为主的四
川小吃品尝活动也受到不少人的关注。虽然许多香
港民众表示自己平时不太吃辣，但这些小吃独特的
麻辣风味还是让他们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本报香港8月24日电）

港岛刮起“熊猫旋风”

“川港合作周”尽显川味文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图为活动现场。

据新华社北京电（刘欢、张云旎） 解
决车辆废气的环保装置、结合时尚零售和医
疗旅游的生态圈、寓教于乐的桌游……被大
陆庞大市场和创新氛围吸引的台湾青年企
业家，携带得意之作亮相正在北京举行的
2017年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期待自己的创
意、技术和产品能与大陆的资本、市场和政
策结合，开创崭新事业舞台。

“大陆创新创业的氛围很好，创业者
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政策支持、平台对
接和机构合作，节省时间和成本。”台湾

“环保水动力”项目负责人宋富璘说，产
业支持和资源整合对新创产业发展非常重
要，大陆这方面的优势是吸引他的重要原
因。

宋富璘团队重点推荐的产品“燃油进
化装置”，旨在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

“随着大城市的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车
辆废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越来越
大。”他说，希望通过京台青年科学家论
坛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产品。

台湾视镜科技创始人张佑辅现场向记
者展示了一款利用 AR （增强现实） 技术
试戴眼镜的手机APP。他说，视镜科技希
望运用电商平台协助弱势群体就业，通过
AR和VR（虚拟现实） 等技术创造消费者
极致体验，成为时尚零售和医疗旅游的
O2O （线上到线下） 创新应用方案提供
商。

张佑辅说，大陆互联网科技发展领先
台湾，市场和技术的结合做得非常好。

“以北京为例，这里的技术团队是一个全
球性的团队，吸引了很多顶级研发人
才。”他说，大陆的技术团队、庞大市场
与台湾在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将
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莫仔有限公司的林家进说，自己推出
的桌游产品旨在让教育与游戏相结合，寓
教于乐。“台湾在艺术创作、原创开发方
面具有一定优势，我希望台湾的设计、创
意可以与大陆的资本、市场优势相结合，
让更多更好的两岸合作产品行销全球。”

据了解，宋富璘、张佑辅和林家进的
产品都将参加8月25日在京举行的第二届
京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届时，来
自两岸的42支参赛队伍将展开角逐。

大赛主办方、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长
章启正表示，北京中关村是全球创新创业
的高地，汇聚了一批顶级高校、科研机构
和知名互联网企业。我们愿意帮助更多台
湾青年来北京创业，加速两岸创业融合。

大赛台湾赛区主要承办方远见育成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融表示，大
赛旨在帮助京台两地处在创业初期但具有
好创意的公司或团队获得资金和平台支
持，也希望京台青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共同创新创业。

陈冠融说，两岸同文同种，北京是最
适合台湾青年创业的地方之一。大陆具备
人才、技术、资金和政策优势，创新生态
圈完善；台湾则在文创、创新农业、产品服
务和管理等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希望
两地优势互补，共同合作开拓更大市场。

台企业家点赞大陆创新氛围台企业家点赞大陆创新氛围

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秋拍 8月24日，香港苏富比举行
记者会，介绍中国艺术品秋拍焦
点拍品。据介绍，香港苏富比中
国艺术品 2017 年秋季拍卖会将
于10月3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

左图：一名记者在记者会上
拍摄明宣德青花夔龙罐。

下图：苏富比专家在记者会
上介绍清乾隆御制青玉刻藏文嘎
巴拉式盖盒。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新华社西安电 （记者张斌、李华）“这
种烤炉能同时烤制 6 个八寸披萨，只需要 4
分 28 秒。”在近日于西安举办的首届世界西
商大会上，来自台湾的陈光中拿着自己的产
品手册向周围客商推介。

今年41岁的陈光中，毕业于台湾新竹交
通大学材料工程博士班，在工业技术研究院
当了 13年工程师后，3年前他转行创业，从

“工科博士”变身为“披萨专家”，不但研制
出了新型披萨烤炉，还打算将产品推广到大
陆西部地区。

“这次来，我发现西安的面食很丰富，
与我现在的事业比较契合，而且不少投资者
都对我的产品很感兴趣，真是来对了！”陈
光中说，他准备在西安再待一周，进行深入
考察。此外，他还肩负一项“使命”：“得知
我要来西安，很多台湾朋友都让我帮忙带回
一些‘商机’，他们也准备趁着‘一带一
路’的机遇到大陆西部地区投资创业。”

记者采访了多位台湾投资者和创业者，
他们纷纷表示，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加之地处内陆的西部地区外向性不断增
强，成都、重庆和西安等西部城市愈发为台

湾企业所青睐，“到西部去”成为不少企业
共识。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友总会特助王统亿
说：“大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安，不但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
宝地，加上很多政策红利，不少校友都打算
到这里投资。”

不少投资者表示，他们计划把西部地区
作为开拓中亚、欧洲等国际市场的重要起
点。

从事医疗器械进口贸易的台湾互贵兴业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郭加泳说：“此前公司
已经在上海和广东地区有布点，接下来，西
部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核心城市
是我们未来投资的重点，通过丝路沿线城市
向中亚和欧洲输送贸易，对我们公司发展有
重要意义。”

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友、一家国际物流
企业的负责人管梦鼎说：“内地所有的沿海
城市都有我们的分公司，这次来，我发现西
部地区在国际物流方面有广阔前景。下一
步，我们将把西安和银川等西部城市作为重
点考虑，发展我们的国际物流市场。”

台湾投资者表示

“一带一路”释放巨大“西引力”

台湾投资者表示

“一带一路”释放巨大“西引力”

近日，以“玩转科技，畅想未来”为主题的江苏、香
港、台湾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交流活动在南京市开幕。本
次交流活动为期3天，江苏省南京市部分中小学校的师生将
和来自香港、台湾的60多名师生代表一起，参加中小学生
科技创新论坛、博览会、挑战赛、科技创新工作坊体验、
动手制作等活动。

图为来自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机器人团队的学生，与
几名台湾学生代表 （穿桔黄上衣者） 交流。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玩转科技 畅想未来

本报台北8月 24日电 （记者王平、
王尧） 第五届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评
选活动 8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淡江大学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建筑景观设
计大专院校的学子以毕业设计作品为主
题展开对话与交流。本次新人奖分为建
筑设计与城乡规划两组，将分别评出1名
特别奖、1 名首奖、3 名优等奖和 4 名入
选奖，由各高校推荐优秀毕业设计作品
代表参赛，并邀请两岸高校建筑规划系
所教授和专家学者担任评委。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最新结果，建筑
设计组首奖由台湾科技大学获得，优等
奖为同济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城乡规划组首奖由成功大学获
得，优等奖为东南大学、清华大学、重
庆大学。

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约 30 所高
校参加了此次活动。清华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
学等大陆高校，台北科技大学、中原大
学、淡江大学等台湾高校以及香港大学
建筑专业的优秀应届生们同台竞技，彼
此切磋交流对城乡发展及建筑空间文化
的观点及视野。

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他是第二次带队参加这项活
动，这是两岸高校建筑界进行沟通和对
话的良好平台，吸引了两岸建筑规划专
业最优秀的高校师生参赛，对专业领域
的拓展、建筑教育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来自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的高雅丽带来的参赛作品是关于厦门一
个老城区的渐进式更新设计，她在作品
中创新地提出小尺度改造来活化整体片
区的概念。她说，台湾在城市更新方面
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她在作品中汲
取了台湾旧城屋顶空间的利用理念。

淡江大学建筑学系这次有 4 件作品
入围，其中陈体玟对台北车站地下街区
的研究改造入选城市规划组。她表示，
参加这样的比赛让我们同龄人有了相互
交流的平台，如果有机会，自己以后愿
意去大陆参加城市规划设计。

除设计作品评选之外，组委会还举行了以建筑文化与城乡
统筹发展为主题的讲座，邀请专家共同探讨城乡统筹发展、新
型城镇化、旧城改造、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多元议题。

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于2013年设立，已成为两岸高校建
筑规划专业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交流活动。本届评奖由两岸城
乡统筹规划暨产业联合会、都市计划学会、淡江大学建筑系及
皇延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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