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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萬人相親會觀音山舉行
163 對青年男女成功牽手

【香港商報訊】記者程功明報
道：人間最美四月天，尋緣還是觀
音山。由貴州茅台鎮‧鏢行天下酒
獨家冠名，廣東觀音山國家森林公
園、深圳報業集團聯合主辦，心連
心婚戀網、金鳳凰（深港）徵婚
網、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特約主辦，
香港商報、真約網、家和婚約服務
公司、深圳同城會旅遊、百合網‧
東莞、保愛網共同承辦的鏢行天下
酒相約 「春暖花開」 第 29 屆粵港
澳萬人相親會在觀音山如期上演，
眾多俊男靚女齊聚觀音山尋覓佳
緣，163 對成功牽手。本報副總編
輯張健文、廣東分社社長帥俊出席
相親會開幕式。

第 29 屆粵港澳萬人相親會開幕現場

開幕：愛的機會來到時請抓住
記者相親會現場採訪看到，本屆相親會現場人數較
往屆更多，主辦方特意誠邀 500 名移動、電信、聯通三
大運營商的單身職員參加。來自東莞的小劉就是其中
一員，他透露，自己的工作比較單一，希望能找到一
個活潑開朗的對象，讓生活更豐富多彩。
粵港澳萬人相親會組委會秘書長劉志勇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說，觀音山萬人相親會始於 2010 年，累計來
觀音山參加相親大會的單身青年，超過 10 萬人。究其
原因，一是這種真人面對面相親，而且每場有數千人
參加，選擇餘地多，成功牽手率高，深受廣大單身青
年的青睞。樟木頭也因此被譽為 「相親小鎮」。二是
廣東觀音山國家森林公園以其獨特的自然景觀，深厚
的文化內涵，成為人們崇尚綠色生態，追求精神生活
的旅遊目的地之一。觀音山也是姻緣福地，吸引無數
單身青年來觀音山尋找愛情，成就美好姻緣。三是嚴
把關。進入相親會主會場，每人都要填寫單身保證
書，投入報社封存箱，方可進入會場相親。四是相親
活動精彩紛呈。破冰遊戲、八分鐘約會、玫瑰傳情、
現場版 「真情相約」等相親環節，活動出彩，不折
騰，全心全意為單身青年服務 。

男女嘉賓瀏覽 「
姻緣墻」

百位網紅組團相親現場「燃」
早上 9 點左右，景區內會展中心已經人頭攢動，不
少男男女女早早來到相親會現場，在張貼滿男女嘉
賓信息的 「姻緣牆」前瀏覽，不時有人掏出手機拍
下合眼緣對象的信息 「重點考察」。
記者注意到，熱鬧的現場，年輕單身男女明顯增
多。 「這次的年輕人相比起往屆，90 後明顯增多
了。且不少青年們都挺優質，學歷高、職業好的都
有。」景區相關負責介紹。記者在 「姻緣牆」上發
現，本科、研究生的字眼可不少。90 後單身青年較
往屆比例增多，男嘉賓最小的年齡是 23 歲，女嘉賓

男女嘉賓現場交友互動
年齡最小的才 22 歲。
在下午的 「圓緣是您」環節，27 歲的網紅達人焦
小姐主動報名參加。她介紹到，自己是一名會計，
工作時間規律，業餘愛好就是在小紅書、抖音等平
台分享自己的旅行心得，但在網絡之外也很少交友
時間。當問及為何主動報名 「圓緣是您」環節時，
焦小姐表示， 「因為交友圈小，所以我想站上舞台
讓更多的人看見，台下優質的男生很多，但也想更
深入地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當天 一起 進行的 還有央 視 《鄉
約》的聚焦網紅達人相親專場錄製活動，現場熱鬧
的節目氣氛也讓無數遊客駐足觀看。

羅湖向港推介大梧桐新興產業帶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張潔報道：為
積極貫徹落實科技創新精神，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
實施，近日，深圳市羅湖區大梧桐新興產業帶推介會
暨羅湖區政府與啟迪金控簽約活動在香港啟迪中心舉
辦。
會上，羅湖區科技創新局局長石興中介紹了大梧桐
新興產業帶的戰略規劃部署，他說，產業帶總面積
57.06 平方公里，建成區 12 平方公里，產業用地 4.5 平

方公里，含清水河、東曉、東湖、蓮塘四個街道。其
中，產業帶核心布局 「一校三谷多園區」，形成 「北
科技創新、南金融商貿」的錯位發展格局，聚焦發展
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
通過此次香港推介交流會，大梧桐新興產業帶將持
續主動對接香港創新資源，大思路規劃創新空間、大
力度引進創新人才、大面積培養創新載體與企業，將
產業帶打造成產城融合的 「
深圳東部高新區」。
「此次大梧桐新興產業帶香港推介會暨羅湖區政府

與啟迪金控《戰略合作協議》簽約儀式，可助推羅湖
區創新驅動發展，將深化羅湖與香港科技創新合作，
進一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技術流、人才流、資金流的
跨區域流通。」羅湖區區長羅育德表示。
此 外 ， 本 次 活 動 邀 約 了 MindSense( 神 怡 睿 思) 、
Qupital(橋彼道)、Customindz（佳智能）3 家香港初創
獨角獸企業進行了項目路演，領導、嘉賓對 3 個創新
項目予以了高度評價，並表示歡迎優質創新項目到羅
湖落地發展。

百名博士走進深港科技合作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14 日下午，由深
圳市福田區政府主辦的海外百名博士福田行活動如期舉
行。百名海外大學博士及研究團隊參觀了包括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交流展示中心、孔雀谷深港創科育成基地、
廣田國際、水圍檸檬人才公寓等，通過積極建言獻策及
實地調研，博士們融入了福田區創新發展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活動致辭中，福田區委常委、副區長黃偉代表區委、
區政府熱烈歡迎百位優秀海外人才的到來，向他們隆重
拋出了福田作為 「都市核心區」 「金融商務區」 「創新
創業區」 「
優質生活區」的 4 張亮麗名片。
據介紹，作為深圳的都市核心區，福田不僅是市委、
市政府所在地，還擁有平安金融中心、全亞洲最大的地

下高鐵站——福田高鐵站等深圳地標，去年有 86 棟稅
收過億樓宇。深圳是中國第三大金融中心，作為金融
商務區的福田擁有深圳 71%持牌金融機構、60%以上的
專業服務機構。作為創新創業區，福田不僅曾經誕生
過一批世界影響力的企業，還致力於將 「中國電子第
一街」華強北打造成為 「中國創新創業第一街」。作
為優質生活區，福田轄區內共有 247 所學校，其中包括
153 家幼兒園和 94 所中小學，全市 「四大名校」有三
所在福田。福田有 707 家醫療衛生機構，其中包括 13
家公立醫院和 72 家社康中心，全市 11 家三甲醫院有 5
家在福田。
位於福田區南部、深港兩地接壤地帶的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直接對接點。

在今年 2 月舉行的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
目集中開工儀式」上，中國（南方）知識產權營
運中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展示交流中心、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公司和鯤鵬福田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基金等首批 11 個項目集中啟動，包括集中
落戶、簽約、啟動和建設四大類別，總投資達 344
億元，年度投資 21 億元。
作為此次福田 「百博行」活動一項重要議程，
福田海外聯誼會、市海歸協會與福田區人才局共
同簽署人才引進工作備忘錄。此外，區委人才工
作局、區財政局、區企服中心還分別就區人才政
策、區投資引導基金扶持政策、區產業政策進行
了宣講。

深圳健康產業發展報告成行業風向標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由深圳市健康產
業發展促進會、深圳市保健協會舉辦的 「勇立潮頭，
擁抱健康」2018 年度深圳健康產業年會近日在深舉
行。會上發布了《深圳健康產業發展報告 2017》。作
為國內首家關於城市健康產業發展的專項報告，該報
告聚焦深圳健康產業發展狀況和特徵，並針對性提出
建議。而今，該報告已成為行業風向標，優秀企業展
示的窗口。
深圳市健康產業發展促進會會長黃鶴指出，《深圳
健康產業發展報告》是國內首家關於城市健康產業發
展的專項報告，本報告已成為行業風向標，優秀企業

展示的窗口。報告自 2011 年開始編輯出版至今已出版
印刷 2011年-2017年共七期，成為行業發展的重要參考
數據。黃鶴指出，《深圳健康產業發展報告》每年精選
代表深圳健康產業的優秀企業列入報告，他們是深圳市
健康產業的精華和樣板，同時，由於產業報告在全國發
行，參編企業的品牌得到宣傳、知名度得到提升。
本次年會活動舉行了《深圳健康產業發展報告
2017》發行儀式，並為入選《深圳健康產業發展報告
2017》的參編企業進行授書。該報告指出，金活醫藥
集團作為中國進口中成藥銷售企業前五強，連續數年
蟬聯中國進口藥品保健品百強企業，經營管理的多個

名牌健康產品在市場上已確立了名牌地位，在行業內
有名牌代理的美譽。金活醫藥代理的京都念慈庵蜜煉
川貝枇杷膏佔國內止咳中成藥市場份額約 24%，佔中
國進口止咳中成藥市場份額超過 95%。
美年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則是中國知名專
業健康體檢和醫療服務集團，擁有美年大健康、慈銘
等專業健康體檢和醫療品牌。
以留美海歸人員為主的奧薩公司擁有國際一流的轉
化醫學研發團隊，其首席科學家徐希平原為哈佛大學
教授。華大基因則是全球少數具備產業鏈資源的多組
學科學技術服務提供商和醫療服務運營商。

中國中青年防癌科普報告發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道： 「第 25 屆全國腫
瘤防治宣傳周」15 日啟動，由眾安保險獨家贊助支持
的《中國中青年防癌科普報告》正式發布。《報告》
以 「中國中青年防癌」為主題內容，旨在提升內地中
青年新生一代正確科學防癌理念和行為指導。眾安保
險也在活動期間提出 「健商搶 C 位」，向大眾傳遞
「健商」理念，倡導科學的自我健康管理，並呼籲當
代中青年保持勇敢積極的生活態度。
《報告》顯示，近年來內地癌症發病率逐年攀升。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腫瘤登記中心報道，每年癌症新發
病例數為 380 萬-400 萬，平均每天約 1 萬人確診癌症，
每 分 鐘 約 7 人 確 診 患 癌 ； 每 年 癌 症 死 亡 病 例 為 230
萬-250 萬，死亡率高達 60%，超出全球平均水平近
20%。眾安保險旗下中端醫療險尊享 e 生數據顯示，其
被保人群平均年齡 35 歲，2018 年來自這些新生代保民
的理賠案例中，惡性腫瘤理賠案件佔比高達 45%。其
中，肺癌、乳腺癌、甲狀腺癌、胃癌等最為高發，佔
據惡性腫瘤理賠前十。

《報告》指出，目前男性癌症發病率前三是肺
癌、胃癌、肝癌，而乳腺癌、肺癌和結直腸癌則是
中國女性高發的三大癌症。數據表明，一生中男性
患癌風險比女性高出 50%-60%，但在 15 歲-39 歲的
青年時期，女性比男性患癌風險高出 50%。
針對中青年的癌症高發現象，《報告》給出了
「遠離煙草、限制飲酒、改善膳食、控制體重、堅
持鍛煉、定期體檢、接種疫苗」等十條癌症預防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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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新聞代表團一行
訪問肇慶
【香港商報訊】記者余文蓮報道：應中國記協邀
請，約旦記協執委、《憲章》報社總編室主任奧馬
爾·艾哈邁德‧馬哈爾邁為團長的約旦新聞代表團於 4
月 7 日至 13 日來華訪問，以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經驗
與成就」為主題走訪了北京、陝西和廣東。12 日代表
團訪問了肇慶，肇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豐雙太介紹了
肇慶市生態文明建設的情況。在肇慶市外宣辦主任段
建新等的陪同下參觀了鼎湖山生態保護區、肇慶新
區、七星岩風景區、古城牆等。他們讚歎肇慶有如此
美優的生態環境，對肇慶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成就表
示讚賞，給率性純樸好奇心強的約旦記者們留下深刻
的印像：肇慶山美湖美江美人更美。
據肇慶新區黨工委副書記于曉軍介紹，肇慶新區是
肇慶市各功能區緊密連接的主要紐帶，是珠三角聯通
大西南各省區的重要交通節點，亦是珠江西岸正在崛
起的具有較大開發潛力和支撐引領作用的新興增長
極。新區規劃區面積 115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區範圍
約 18 平方公里，涵蓋行政辦公、總部經濟、文化體
育、商務中軸 4 個組團。協調區總用地面積 585 平方公
里（不含肇慶新區範圍）。肇慶新區以嚴格保護資源
和環境為前提，結合肇慶新區建設發展的需要，到
2030 年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 60 平方公里左右，人口達
到 60 萬人，開發強度控制在 50%左右。
代表團隨着于曉軍走入肇慶新區地下綜合管廊，管
廊內將電力、通訊，燃氣、供熱、給排水等各種工程
管線集於一體，極具國際先進水平。據介紹，肇慶新
區地下綜合管廊呈網狀，覆蓋肇慶新區核心區 65 平方
公里，包括 45 公里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和同步建設 38 公
里市政道路及跨河湧橋梁 12 座，總投資 91 億元，今年
底地下綜合管廊將全部建成。

深圳首批滾裝船運輸
平行進口汽車到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從阿曼遠
道而來，載有 500 輛豐田 「穿越者」越野車的 「
POSITIVE STAR」號滾裝船緩緩靠泊深圳大鏟灣碼頭。
隨着船舶尾板徐徐打開，一輛輛嶄新的汽車次第駛出
船艙，開往大鏟灣碼頭汽車專用停車場。這批深圳口
岸首次採用滾裝船運輸進口的平行進口汽車順利抵
港，標誌着深圳口岸平行進口汽車業務翻開新篇章。
深圳口岸平行進口汽車業務的發展擴大，得益於深
圳海關的監管制度創新。近年來，海關陸續推出 「口
岸報關、區內監管」模式和港區調撥、平行進口保稅
倉儲試點等配套優惠措施，緩解行業資金壓力，激發
市場活力，為行業注入 「
加速度」。
汽車進口商深圳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業務總監
鄭偉娟表示，本批進口汽車的供貨商此前到深圳調
研，考察了大鏟灣碼頭、前海保稅區、中檢平行進口
汽車檢測站等地，對深圳地區的通關環境十分滿意。
便利高效的通關服務，對此次貿易的促成起到了極大
的推動作用。
據悉，滾裝船是目前世界上整車進出口最高效的運
輸方式。此前大鏟灣口岸進口的汽車多採用集裝箱運
輸，為小批量、多批次的作業模式。此次採用汽車專
用滾裝船批量運輸平行進口汽車，是深圳口岸首批，
更創下中國平行進口汽車的行業先例。
深圳海關表示，將進一步加強與檢測機構、企業三
方平台的信息化建設及互聯互通，並結合機構改革契
機，探索優化平行進口汽車監管，整合查驗與安全性
能檢驗、質量檢驗環節，保障口岸進口汽車質量安
全，優化提升通關效率，提升深圳口岸競爭力，吸引
更多平行進口汽車 「
落地奔跑」。

廣州地鐵力保
廣交會乘客出行暢通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第 125 屆廣交會
於 4 月 15 日－5 月 5 日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分三期舉行。據廣州地鐵預測，本屆廣交會一、二期
日均客流將達 940 萬人次，三期和 「五一」假期重
疊，線網日均客流將進一步增長，廣州地鐵公司全力
保障廣交會期間乘客出行。
為有效疏導廣交會散場客流，地鐵 8 號線將較日常
增加 2 列車上線，4 號線晚高峰將提前起峰，並在廣
交會散場客流高峰組織部分空車到琶洲、客村、萬勝
圍等站點疏導客流。同時，地鐵各線路均在車輛段或
正線安排 1-2 列備用車，視客流情況隨時組織備用車
上線疏導客流。
廣州地鐵還在展館內設置多元化購票宣傳點，鼓勵
乘 客 在 展 館 內 提 前 下 載 APP 直 接 掃 碼 進 站 及 使 用
TVM 非現金支付方式，幫助客商減少排隊等候買票
的麻煩，同時，全線網閘機均支持直接掃二維碼進出
站功能，達到快速通行的目的。

澳門出品連續劇
《彎彎的大灣》珠海開機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報道：15 日，由澳門本
土機構出品的第一部電視劇連續劇《彎彎的大灣》在
珠海舉行開機儀式。本劇聯合了內地、澳門、香港三
地眾多演藝界明星和製作機構共同傾力打造，講述澳
門回歸祖國 20 年以來，一群普通人戀愛成長、辛勤創
業、奮鬥拼搏的勵志情感故事，並計劃在回歸紀念日
期間於中央電視台首播。
據了解，電視連續劇《彎彎的大灣》全集為 36 集，
由南光文化創意產業有限公司、澳門中華民族文創學
會聯合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新華影軒
（北京）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廣東愛虎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澳門五庫文化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等機構及多位
知名影視製作人共同策劃，以澳門為背景，慶祝澳門
回歸祖國 20 周年。
據橫琴新區管委會澳門事務局副局長李娟介紹，電
視劇《彎彎的大灣》也是首部在橫琴立項、體現珠澳
緊密合作的影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