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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内地有近14亿人口的广阔大市场，预
计未来15年，进口商品和服务将超过40万亿美
元。进口博览会是企业抓住商机、赢得先机的
重要平台。”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会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说。

第二届进博会推介会近日在澳门和香港召
开，为港澳各界全方位深度参与进博会提供机
遇。近300名来自港澳的知名商会组织、工商企
业的主礼嘉宾、代表与会。

第一届就深度参与

在去年 11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港澳各界全方位深度参与，成效显著。
在企业商业展中，148家香港企业和54家澳门企
业全面展示了港澳的优质产品及专业服务，成
交金额分别为 17 亿美元与 2550 万美元。同时，
香港也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境外采购商的最大
来源地。

澳门饼食手信业商会理事长、澳门会议展览
业协会理事长何海明表示，首届进口博览会亮点
纷呈，为中国会展业树立了标杆。澳门饼食手信
业商会会员拥有超过 30个知名品牌，首届有 1/3
企业参展，“其余企业正跃跃欲试、排队参展，希
望有机会参与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澳门厂商联合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枝记
（澳门） 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黄与飞全程
参观了首届进口博览会，展会的规模让他大开
眼界：“这个不一般的展会让澳门企业家对标国
际一流企业，了解自己定位及进步方向。”

积极融入这一平台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办，目前相关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中。企业商业展签约面积已近16万平
方米，超过首届进口博览会规划总面积的53%。其
中，港澳企业拟签约参展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经济部副部长兼贸
易处负责人刘亚军表示，希望香港业界能够利用
好进口博览会这一国家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
最佳平台，进一步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澳门厂商联合会副理事长、东望洋制饼厂
董事长甄瑞权表示，进口博览会是一个使澳门
制造与全球优质产品服务同台竞技的重要平
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合作的一个着力
点。融入这一平台不仅有利于澳门企业进一步
进入内地市场，更为澳门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打
开眼界、寻找全球合作伙伴的良机。他的企业
也借由进博会的平台与内地知名电商平台对
接，成功开设了网店。

企业参展热情高涨

进口博览会推介代表团在港澳期间，还分
别拜访了当地商会、组展机构以及企业等，就
他们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也感受到了港澳企
业家的参与热情。

香港五大商会之一的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
于 1900 年，是香港历史最长、最具规模的非营
利商会，经营业务遍及香港工商各业。曾率团
参展首届进口博览会食品展区的香港新华集团
主席蔡冠深表示，希望可以在第二届进口博览
会扩大展位面积、扩充参展品类：“香港产品不
怕竞争，就怕没机会参展。”

香港永盈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黄
泽雁也在积极争取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的参展机
会。他说首届进口博览会就想参展，但很遗憾没
报上名：“如果可以，今天就报名参展！”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4日应询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拟于3月22
日至28日率高雄市参访团到香港、澳门、深圳、厦门等地参访，开展交流合作。我们欢迎
并支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共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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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翘首期盼下，香
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公布了
本届特区政府第二份《财政预算案》。他在
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下全球政治经济
格局出现巨大变化，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香港作为全开放的细小经济体，也不免受
到影响。因此，特区政府未雨绸缪，打算
聚力发展多元经济，以金融服务和创科为
两个重要方向，在巩固现有优势产业之
余，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筑牢优良经济基
础的同时，特区政府还将善用资源，关爱
社会，利民纾困，改善家园，把香港建成
市民更宜居的家。

经济发展新亮点：创新科技

此次公布的 2019/2020 财年的财政预
算案中，“创科”一词被提及高达 40 多
次，着墨颇多，无疑成为整份报告中的一
大亮点。陈茂波介绍：“政府推动创科发
展不遗余力，并集中发展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四大范畴。”
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至今已在创新科技
领域投入超过 1000 亿元 （港币，下同），
为的是打造蓬勃发展的创科生态，主要聚
焦于创科基建、推动研发、汇聚人才、支
援企业、推动再工业化等领域，目前已取
得良好效果。

为何“创科”对香港经济发展如此重
要？因为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是服务业，
金融服务、旅游、贸易物流、专业和其他
工商业支援服务是香港经济和就业的支
柱，在 2017年共占香港 GDP逾 57%。而这
些服务业的共通点是容易受外围经济影
响，如今全球处于新形势、新格局、新常
态之下，香港需要积极拓展新兴产业，扩
充经济基础，同时为年轻人提供更广泛和
优质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各展所长。

陈茂波透露，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兴建
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是香港未来创
科发展的大本营，目前投入200亿元的第一
阶段工程建设进展良好。香港科技园公司

也已成立全资子公司“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有限公司”，全面统筹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
建设、管理、维护和营运等工作。在争夺
科技人才、发展金融科技等方面，香港也
在全面发力。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入快车道，
香港的创科产业无疑将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香港拥有雄
厚科研实力、世界级大学、国际化及市场
化优势、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可
担当大湾区内创科先锋的角色。大湾区拥
有庞大的市场、转化科研成果和先进制造
的能力，也为香港创科企业提供更多合作
机会。”陈茂波表示。

改善民生侧重点：宜居之家

根据财政预算案估计，2019 年香港经
济会有 2%至 3%的实质增长，2019/2020 财
年特区政府总收入为 6261 亿元，总支出
6078亿元，其中经常性开支 4410亿元，教
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共占经常性开
支的约 60%，显示特区政府在改善民生方
面投入了相当资源。

陈茂波透露，在编制这份预算案时，
他举行了约 40 场咨询会，多次走进社区，
了解市民所需。对市民有关改善生活、把
香港建成更宜居的家的期望，他表示会善
用资源，朝目标迈进。

具体而言，在土地资源方面，特区政
府将预留 20亿元，支持非政府机构兴建过
渡性房屋。未来5年，公营房屋预计建屋量
超 10万个。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明日大
屿”计划，陈茂波表示，这是一个宏大的
愿景，政府会分阶段推展相关项目，为香
港开拓更多土地。“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
实现‘明日大屿’愿景。”他说。

在医疗方面，港府将预留100亿元作为
公营医疗拨款稳定基金，确保公营医疗服
务有稳定资源及可应付不时之需。同时拨
款 12亿元成立香港基因组中心，促进基因
组医学应用和发展。

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今年4月香港将
成立智慧政府创新实验室，让业界协助政

府引入资讯科技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会分
批指配合拍卖不同频带的频谱，为发展5G
作准备。

在文化艺术方面，1.76 亿元将增拨给
康文署，用于在未来5年举办大型世界级表
演艺术节目，巩固香港国际文化大都会的
地位。

在城市建设方面，港府会预留 60亿元
优化海滨，推行电子道路收费改善交通，
拨款6亿元分阶段翻新240所公厕。

关爱社会落脚点：惠泽弱势

在做报告时，陈茂波分享了他的一些
经历。一天早上，他在红磡一家茶餐厅
结账时，收银的女士有一名智障孩子，
她 希 望 政 府 提 供 更 多 残 疾 人 士 支 援 服
务 。 另 一 次 ， 一 名 小 学 生 的 妈 妈 对 他
说，希望今年继续向有需要的学生发放
2000 元开学津贴，让她的孩子能报读课
外兴趣班，培养所长。正是为回应这些
诉求，港府每年都预留不少资源，关爱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今年，特区政府将拨款 200 亿元购置
60 个物业，以供设立 130 多项社会福利设

施，包括日间幼儿中心、长者邻舍中心
等，预计8.6万人受惠。

同时，港府还将推出向目前领取综
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等的人士额
外发放1个月津贴，向符合资格领取长者医
疗券的长者一次性发放 1000元医疗券，向
有需要的学生一次性发放 2500元津贴，为
参加 2020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学校考生
代缴考试费共约1.6亿元等措施。

对弱势群体实实在在的关爱，体现着
特区政府的施政温度。陈茂波表示，政府
手中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投入再多也不能
马上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那些日积月累
的社会痛点。但只要一步一步切实处理，
问题始终可以缓解。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在发布财政预算
案时，陈茂波佩戴着一条与报告封面同色
的领带：粉绿色。他此前在网志中透露过

“颜色的秘密”，面对不甚明朗的全球局
势，今年香港经济压力偏大，但这正是有
危有机的关键阶段。香港是充满生机的土
壤，播种、灌溉、努力耕耘，终能有所
成。在预算案的结语处，陈茂波说，香港
人勤奋灵活，饱历风浪。未来要保持信
心，团结努力，满怀希望。

香港特区政府新年度财政预算案近日公布

把 香 港 建 成 市 民 更 宜 居 的 家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雪饼状的零钱包、巨型易拉罐式的
抱枕、印有上海风光的变色明信片……
琳琅满目的“旺仔”衍生产品让消费者
流连忘返。

台资企业旺旺集团向记者介绍，在
互联网上拥有198万“粉丝”的“旺仔俱
乐部”微博，已从网上“走到”线下。
自 2017 年秋上海设立第一家实体店起，
目前已有 50 家“旺仔俱乐部”主题门店
在大陆开业，覆盖北京、上海、重庆、
安徽、山东等地。

近年来，随着新设、改造商业项目

增多，上海“首店经济”持续飘红，2018 年
落户上海的首店数量超过 600 家，其中包
括上海首店、大陆首店，乃至亚洲和全球
的首店，这其中“网红店”占到相当部分。
台商在大浪淘沙的实体店生意竞争中不
甘落后，如旺旺等积极把握商机。

今年春节期间，位于上海欢乐谷内
的“旺仔俱乐部”主题门店内顾客络绎
不绝。店内装修一片红火色调，各式因
应年节的商品琳琅满目，年味扑面而来。

据悉，这家总面积达260平方米的主
题超市于 2017 年秋季在上海正式开业，

成为旺旺集团在大陆的线下实体直营
“首店”。

店内顾客以青年群体为主，不少“80
后”“90 后”专程到店拍照“打卡”。据店内
工作人员介绍，这家门店平均每日营业额
超过 8000 元人民币；自店铺开张以来，旺
旺集团推出的两款新产品均在上市不到
一年内获得突破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成绩。

旺旺集团方面表示，2019 年企业将
依托数字化技术，扩大主题门店在大陆
的数量与规模，目标将大陆门店总数增
加至150家。

营造“网红店” 台商不缺席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黄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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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在学雷锋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
全国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学雷锋主题活动。

上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
学学生在参加义务劳动。 丁根厚（人民视觉）

右图：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组织官兵
走进敬老院,开展帮扶活动。 姜润邈摄

香港码头。 （资料照片）

香港科技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