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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對接大灣區簽約 32 項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2019 湖南對
接粵港澳大灣區懇談會暨重大項目簽約儀式」昨日
假香港萬豪酒店舉行。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
會主任杜家毫在會上歡迎香港企業家和各類人才乃
至全球客商到湖南投資興業，湖南省委常委、長沙
市委書記胡衡華主持是次懇談會，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長何報翔作專題推介。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經濟部部長孫湘一及該省市州書記及相關部門的主
要 領 導 出 席 。 會 上 簽 約 32 個 項 目 ， 總 投 資 額 達
1699.9 億元(人民幣，下同)。

杜家毫（後排左四）、譚鐵牛（後排右三）等人見證重大項目簽約。 記者 蔡啟文攝

談周，目的是搶抓發展機遇，主動對接國家戰
略，深化拓展與大灣區乃至世界各地的全面合
作，促進湖南經濟高質量發展。
他續稱，湖南當前的區位優勢、投資機會、營
商環境等，為廣大企業家和各類人才提供了寬廣
舞台。他歡迎各位企業家和各類人才來湖南投資
興業、發展事業，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希
望香港各界人士進一步關心支持湖南發展，更好
地幫助湖南做好「走出去」和「引進來」兩篇大
文章。
何報翔圍繞「創新引領開放崛起新湖南」主題
作省情專題推介。他介紹到，湖南近年來在工農
業、文化、交通運輸、創新科技等方面發展迅
猛。去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 7.8%，居全國
第 8 位；高鐵覆蓋達 1730km，居全國第 4，省內
已形成 2 小時高鐵經濟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
開通使香港直達湖南的時間僅需 3 個半小時；
「廣電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等
成為湖南文化發展的名片。香港作為湖南外資的
杜家毫致辭。 主要來源地，2018 年，香港在湖南省投資項目
668 個，佔全省的 63.6%，同時，香港也是湖南省主要
湖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辦公廳主任徐宏源，湖南
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2018 年，湖南省對香港
省委副秘書長、省委財經辦主任王曉科，湖南省人民
進出口 66.3 億美元，同比增長 17%。希望粵港澳大灣
政府辦公廳巡視員羅建軍，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
區與湖南深入合作，並肩攜手，合作共贏。
深，香港總商會副主席孫立勛，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上，香港中華總商會、荷蘭誇特納斯、丹麥馬士
副會長吳清煥，香港工業總會國內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基、台灣新金寶、德國費森尤斯、荷蘭皇家殼牌、德
梁礪鋒，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張夏令等及
勤會計師事務所等 11 家商協會和知名企業負責人先後
42 家境內外世界 500 強、跨國公司的企業高層參會。
發言，圍繞進一步深化與湖南的交流合作建言獻策。
杜家毫：港湘共乘大灣區發展東風
蔡冠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
提出發揮大灣區輻射引領作用，帶動中南、西南地區
杜家毫致辭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作為當今對外開
的發展。湖南與香港在內的大灣區城市在產業投資、
放的重要機遇，為湖南發展提供更多契機。他表示，
經貿往來方面聯繫緊密，兩地產業結構互補性強。他
多年來，湖南的改革開放與粵港澳地區的發展緊密相
特別提出，香港的大學在科研方面達到國際水平，匯
連，據統計，廣東到湖南投資建廠數量最多，香港佔
聚世界科技人才，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湖
湖南全省外資總額最多，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是湖南新
南作為華中的科技大省，在科技電腦、超高速列車等
時期對外開放的重要機遇，也是廣大企業的重大商
居世界領先地位。港湘兩地可在科創、先進製造業加
機，今次舉辦 2019 年湖南—粵港澳大灣區投資貿易洽

旅遊興疆在港推介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芃芃報道：由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文化和旅遊廳舉辦的主題為「新疆是個好地方」
新疆文化旅遊招商推介會，昨日假香港嘉里酒店舉
行。一眾新疆及香港旅遊部門官員向 200 餘位嘉賓介
紹新疆特色旅遊景點、招商項目等，開啟新港兩地旅
遊合作新篇章。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古麗·阿不
力木、資源開發處處長張春明，自治區國資委規劃發
展處副處長余坤，烏魯木齊市文化和旅遊局局長朱新
榮，國家文化和旅遊部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崔素
香，香港旅遊發展局業務拓展部總經理郭秋賢，香港
中國旅行社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士剛，香港國際經
貿合作協會理事長陳青東等出席。

崔素香表示，新疆擁有富饒美麗的土地、熱情好客
的人民，被讚譽為「詩人的王國」、「畫家的寶
庫」、「史學家的天堂」、「旅遊者的樂園」。雄偉
奇峻的高山盆地、原始神奇的大漠戈壁、婀娜多姿的
河流湖泊、遼闊優美的草原森林、引人入勝的冰川雪
原、美不勝收的田園風光、悠久豐厚的絲路文化、濃
郁多彩的民俗風情是新疆的特色魅力。近年來新疆集
中打造「新疆是個好地方」獨特品牌，形成新疆文化
和旅遊的鮮明標誌。她希望更多香港朋友去新疆尋找
交流合作的機遇。
古麗·阿不力木指出，近兩年來，新疆旅遊業出現
井噴式的增長，去年全疆接待國內外遊客 1.5 億人
次，同比增長 40.09%；2019 年更是實現了開門紅，全

強對接。湖南可以依託香港的海外商業網絡和海外運
營經驗優勢，與大灣區企業聯手走出去，並通過香港
加強與世界先進經濟體的聯繫。
荷蘭誇特納斯集團董事局主席楊‧哈克(Jan Hak)表
示，該公司將與湖南在現代農業、農產品加工、食品

王志民晤杜家毫

王志民（右）與杜家毫合影。（圖片來源：中聯辦）
【香港商報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在辦內會見
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一行。
王志民感謝湖南省委、省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工作
的大力支持，希望湘港兩地進一步加強經濟社會各領
域交流合作，對接「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
等重大機遇，服務好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中聯

辦將一如既往做好聯絡促進工作，為湘港深化全面合
作提供有力支持。
杜家毫介紹了當前湖南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表示
湖南將繼續深化對港交流合作，助力湖南高品質發
展。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區 1 至 2 月接待遊客已超過
1200 萬 人 次 ， 同 比 增 長
75.54%。新疆目前有 312 處
優良級及以上旅遊資源聚合
區、12 個國家 5A 級景區、
79 個 4A 級景區、37 家 S 級
以上的滑雪場。香港擁有卓
越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
快速壯大的產業資本、豐富
的經濟發展經驗、先進的企
業管理理念，與新疆在文化
旅遊資源、特色文化旅遊項目、海量科技人才、良好
投資環境等方面形成重要互補，兩地合作潛力巨大。
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此次來港推介的目的為增強
新港兩地遊客互動，互補兩地旅遊資源。她希望香港
各界能領略新疆風光風情，認識、感受、投資新疆。
近年來新疆大力實施旅遊興疆戰略，打造經濟發展增

長極。她強調，北疆旅遊主打自然風光，南疆主打民
俗風情，她歡迎大家來新疆春天賞花、夏季消暑、秋
季採摘、冬嬉冰雪。
張春明作旅遊項目推介，朱新榮也介紹了烏魯木齊
著名景點、美食、精品線路等，並指出烏魯木齊已推
出旅遊宣傳行銷獎勵政策，以吸引更多旅遊團隊。

蠱惑匪「東家」偷竊賣「西家」

回收店東主守株待兔擒賊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
道：灣仔謝斐道一間回收店近日多
次被賊人偷竊，被盜回收得來暫放
後巷的冷氣機及廢鐵，東主和友人
不忿盜賊所為，前晚開始 「守株待
兔」 近 6 小時，至昨日凌晨終發現賊
蹤，有可疑人士正在偷取一部冷氣
機，東主與友人合力擒賊，期間糾
纏，賊人一度極力掙扎，最終將其
制服，交予到場警員拘捕。東主表
示認出賊人曾將贓物到其店舖變
賣，不排除有人覷準入夜後巷無人
到來犯案。

通宵監視賊人現身夥友力擒
遭賊人多次偷竊回收店位於灣仔謝斐道 216 號，東
主姓楊（54 歲），在上址開業 10 多年，他表示因平
日回收太多廢鐵和冷氣機，但店中無處放置，遂將
部分回收物品暫放在後巷，待翌日等候貨車來到才
搬走，過去從未試被人偷取。
直至近日，東主發現多次被人偷取冷氣機，遂與

新疆旅遊推介會上，嘉賓大合照。

深水槍擊案
涉案槍手落網

涉案槍手被押返警署扣查。
涉案槍手被押返警署扣查
。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深水上周五晚
街頭槍擊案中的槍手經已落網，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調
查後，昨午拘捕涉嫌以石屎槍開槍傷人的疑犯，至於
同案另一名被捕疑犯今日提堂應訊。

案件至今共 5 人被捕
東主楊先生講述擒竊匪過程。

被捕男疑犯姓郭（48 歲），涉嫌盜竊被扣查，警
方調查是否涉及區內同類案件。

進出口貿易、人才引進技術方面展開全方位合作。
隨後，杜家毫、譚鐵牛、胡衡華、何報翔、徐宏
源、王曉科、羅建軍見證重大項目簽約。是次「港洽
周」湖南省共簽署省級重大項目 183 個，投資總額
3098.5 億元，合同引資 2847.2 億元。

友人商討，在店中通宵監視。由前晚約 8 時開始，2
人 「接力」暗中 「守株待兔」，至約 6 小時後，即昨
凌晨 2 時 40 分左右，其友人發現一名滿頭白髮、留
有鬍鬚的中年男子出現，推手推車進入後巷，準
備搬走一部舊冷氣機，友人見狀連忙通知在附近的
東主趕至，2 人跑進後巷攔截，期間疑人猛烈掙扎欲
逃走，3 人糾纏扭作一團，最終將疑人制服，警員接
報到場，經調查後將疑人拘捕。

疑犯曾到店賣廢鐵已疑賊贓

回收店將冷氣機暫放後巷多次被偷走。 記者 區天海攝
東主事後表示他認出疑犯早前曾推2 部冷氣機和
廢鐵到來變賣，期間連手推車也一併變賣，當時已
疑心是偷來賊贓，未料他會 「
光顧」其店舖。
有附近回收店員工指出，因店內空間有限，人手
亦不足，收來的物品多數是體積較大，常要暫放在
路旁，未必留意到才會被偷，過去亦遇過有賊人來
偷竊。賊人習慣在員工沒留意時、或晚上落手，將
「東家」偷來的廢鐵，推到 「西家」變賣，如此類
推，有時候會收到賊贓亦不知情，員工笑稱： 「真
係循環再用呀！」

消息指，昨日下午 5 時許，警方於九龍城區拘捕一
名姓楊本地男子（34 歲），涉嫌 「有意圖而傷人」，
在他身上未發現涉案石屎槍械。案件至今共有 5 人被
捕，當中一名姓羅男子（33 歲）已被暫控 「藏有攻擊
性武器」，今日在九龍城法院提堂，其餘被捕涉案人
士仍被扣留調查。
事發本月 12 日晚上 10 時半，長沙灣道對開有兩名男
子因賭博出千問題爭執，姓羅內地漢（33 歲）涉嫌持
鐵通向另一人施襲，對方拔出一柄懷疑手槍開槍，擊
傷羅某右臂，兇徒隨即逃去，傷者自行前往明愛醫院
求醫，再轉送瑪嘉烈醫院治理，他及後涉藏攻擊性武
器被捕。另外，警方前日在油麻地及九龍城再拘捕 2
女 1 男（29 至 44 歲），分別涉嫌有意圖而傷人及藏有
仿製槍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