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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青島揭幕
【香港商報訊】11 日，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
大會在青島開幕。大會以匯聚全球健康領域共識、整
合醫藥衛生和大健康產業智慧與資源、聚焦衛生健康
問題和提升影響力為目的，討論大健康相關領域熱
點，促進全球合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大會發來賀信。習近平強調，人
人享有健康是全人類共同願景，也是共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全球衛生事業，是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博鰲亞洲論
壇一直致力於促進亞洲以及世界的共同發展和人民福
祉，這次大會的召開是在這方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
望大會能夠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識，交流互鑒，推
動全球健康事業和健康產業發展，促進衛生健康領域
國際合作，為全人類健康福祉作出貢獻。
博鰲亞洲論壇咨詢委員、大會主席陳馮富珍博士，
山東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家義，博鰲亞洲

論壇理事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紅十字會與紅新
月會國際聯合會秘書長阿西先生也應邀出席並講話。
陳馮富珍表示，健康無國界，衛生健康問題關乎每
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社會團體、每個地區和每個國
家的安全、發展和福祉。然而，全球衛生健康領域仍
面臨諸多挑戰，我們應該攜手共進、協調行動，促進
更多資源、能力和政治意願來共同解決全民健康問
題。 「人人得享健康」目標的實現需要人人參與，國

推動 17+1 合作邁向新高度

中東歐省州長聚遼共襄盛舉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藝橋報
道：11 日，第五次中國－中東歐
國家地方省州長聯合會工作組會
議在遼寧大連舉行。遼寧省長唐
一軍出席會議並致辭。黑山共和
國名譽總統菲利普‧武亞諾維奇
應邀出席會議。會議聚集了來自
17 個中東歐國家的 36 個代表團
66 位外賓參會，旨在助推 「一帶
一路」 合作發展，共謀 17+1 地
方合作發展願景，推動 17+1 合
作邁向新高度。
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省州長聯合會工作組會議在遼寧大連舉行。
中國-中東歐 「16+1」合作機制是中國與 「一帶一
路 」 沿 線 的 中 東 歐 16 個 國 家 建 立 的 合 作 機 制 ， 於
2012 年 在 華 沙 成 立 。 這 16 個 國 家 包 括 ： 波 蘭 、 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波
黑、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
2012 年至 2019 年期間，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先
後在中東歐及中國的 8 個城市進行 8 次會晤，召開 8 次
「16+1」峰會，共發表 7 個重要綱領性文件，希臘作
為正式成員加入 「16+1」合作機制。隨着希臘的加
入， 「
16+1」這個中國同中東歐國家開展合作的平
台，已成為中國-中東歐合作框架下的 「17+1」機
制，必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參與。
唐一軍在致辭時說，中國－中東歐國家 「17+1 合

作」作為中歐關係重要組成部分，秉持開放包容、互
利共贏精神，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則，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朋友圈越擴越大、好夥伴越來越多，已
成為中歐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支柱和跨區域多邊合作的
成功範例。
唐一軍指出，遼寧是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省州長
聯合會中方 15 個創始會員之一，作為實力雄厚的工業
強省、魅力獨具的壯美之地、優勢獨特的開放門戶、
聞名遐邇的文明之域，與中東歐國家長期以來保持良
好合作關係，各領域合作呈現廣闊前景。去年 10 月，
遼寧榮幸接任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省州長聯合會中
方主席省。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
明年金秋將在瀋陽舉行，遼寧一定不辱使命、不負重
托，搭好平台載體、當好橋樑紐帶、做好服務保障，

確保會議圓滿成功。
據了解，目前遼寧與中東歐國家交流合作日益深
化，地方交流日趨活躍、友好城市數量持續上升，經
貿合作持續增長。2018 年遼寧省與中東歐國家的外貿
進出口總額達到 157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2%，其
中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 4 個國家同遼寧貿
易總額均超過了 10 億元人民幣。 「遼滿歐」 「遼蒙
歐」 「遼海歐」交通運輸大通道形成了連接境外包括
中東歐 3 個國家的海鐵聯運大通道。遼寧有大連、營
口 2 個中歐班列始發港口，瀋陽市是中歐班列主要貨
源地。遼寧始發的中歐班列已通達波蘭華沙市、捷克
布拉格市、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市。此外，遼寧在
中東歐國家的境外工業園項目進展順利，地區間文化
交流日益廣泛。

第二屆中國-南亞合作論壇舉行
描繪中國-南亞地方合作美好藍
圖。
論壇以 「深化地方合作，實現互
利共贏」為主題，旨在促進中國與
南亞地區國家全面合作與發展。設
置了經貿、減貧、省市長對話、文
化、傳媒、孟中印緬地區合作等多
項議題。
雲南省長阮成發出席論壇並致辭
指出，雲南是中國與南亞國家和人
民經濟相通、文化交融的紐帶，是
中國與南亞合作的前沿省份。近年
來，雲南省在 「一帶一路」建設框
架下，依託南博會、商洽會等合作
平台，不斷拓展與南亞各國的交流
嘉賓參觀中國-南亞交流合作成果展 合作，始終保持頻繁的高層交往、
務實的經貿合作、密切的人文交
【香港商報訊】6 月 10 日，第二屆中國-南亞合作
流。去年
6
月舉行首屆中國-南亞合作論壇以來，雲
論壇在雲南省玉溪市舉行，來自南亞東南亞國家、印
南與南亞國家多領域合作取得了新的積極成果，開創
度洋地區國家、歐洲和大洋洲地區國家及相關國際組
了中國與南亞國家地方合作的新局面。
織的嘉賓相聚撫仙湖畔，交流互鑒、攜手前行，共同

阮成發強調，雲南是中國陸上通往南亞國家最便捷
的省份之一，有條件、有信心在中國與南亞國家地方
合作中率先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
金融通、民心相通。雲南將與大家一道，共同打造高
質量地方合作平台，加快推動設立論壇秘書處、聯絡
處等實體機構，更好服務中國與南亞國家地方合作；
共同打造良好經貿合作環境，降低投資准入門坎，提
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營造更加公平競爭的市場氛圍；
共同推動產業合作不斷深化，立足各方優勢，深化在
能源、農業、文旅、數字經濟等方面合作，培育發展
智慧旅遊、網絡文化、電子商務等跨境數字服務平
台，合作開發和分享多語種自動翻譯系統等，共同打
造中國與南亞國家地方產業合作新高地；共同推動人
文交流更加密切，立足孔子學院、瑜伽學院等教育合
作平台，擴大相互間高校、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在
地方層面不斷厚植國與國相交、民與民相親的民意基
礎；共同推動減貧經驗共享互鑒，探索建設減貧合作
示範區，推動更多減貧發展的好經驗好措施落地落
實，助推區域經濟社會均衡發展、高質量發展。
張興明 劉楊廣慶

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開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代勤報道：11 日，2019 成都
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在成都開幕。據了解，本屆創交
會將開展 「一展覽、一交易」核心活動和 「一峰會、
一賽事、三論壇」主體活動，推動全球創新創業資源
在成都匯聚、融合和對接，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
「永不謝幕」的新經濟展示和交易平台。
開幕式上，2019 年中美青年創客大賽啟動。中美青
年創客大賽自 2014 年設立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總
共吸引了 1.2 萬餘名中美青年參加，產生了 3000 多項
作品。今年的大賽以 「共創未來」為主題，在華設立

13 個分賽區，關注小區、教育、環保、健康、交通、
能源等可持續領域。
而作為 「一帶一路」重要節點，成都將與歐洲在商
界和學界開展進一步的中歐合作，柏林初創企業博覽
會唯一海外場落戶成都。歐洲最大初創企業博覽會將
和成都一道，建起一個開放性國際創新平台。
作為新經濟發展的要素保障，上海證券交易所資本
市場服務西部基地、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服務
基地、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成都基地 3 個金融要素
的簽約儀式在現場簽約。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9 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的
應用場景展中，5G 生態館成為聚焦點。5G 生活館圍
繞 「5G+產業生態」為展會主線，1 個序館+4 大產
業+N 種智能應用場景，從智能生產、智能城市、智
能民生、數字生活四個角度，通過通信專業設備+高
科技前沿設備+互動設備+多媒體的方式，給觀眾帶
來 5G 改變生活的體驗，感受 5G 的核心能力和產業數
字化發展趨勢。同時，現場還有融合了全球頂尖的光
場技術、5G 技術、智能視覺、雲端 AI 自動化處理等
技術研究成果的 「
3D 全息投影即時通話」展示。

華為雲（西北）聯合創新中心啟動

【香港商報訊】6 月 10 日，人工智能創新高峰論壇
暨華為雲（西北）聯合創新中心啟動儀式在西安航天
基地舉行。
作為西安雙創周重要活動之一，本次論壇力邀頂級
學者、產業專家、企業家，通過主題討論、熱點技術
解讀、創投風口預判、AI 創業案例分享等，與創業者
一起洞察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潮向與機遇、投資趨勢，
進一步開創科技發展新局面，引領前沿科技產業聚
集，助力西安打造硬科技之都。
據了解，華為雲（西北）聯合創新中心將依託航天
基地強大的產業技術資源，充分發揮華為在通訊技
術、雲計算、晶片技術等方面的領先技術和資源，充
分發揮方點科技在孵化器運營、資本對接以及項目投
資方面的優勢能力，技術與資源賦能企業，投資與孵
化兩輪驅動，培育和孵化中小微企業，提高西安 「雙
創」競爭力，樹立 「硬科技」標杆，加速企業數字化

轉型，助力西安打造全球硬科技之都、
中國新經濟之都。
華為雲（西北）聯合創新中心代表何
振兵表示，創新中心將引領並推動產業
孵化 4.0 的生態模式發展。無論是硬件方
面還是軟件產業，華為均處於全球領先
位置。創新中心將充分結合華為豐富的
技術與資源優勢為企業賦能，充分發揮
方點科技」孵化與投資兩輪驅動」的生
態運營能力，通過 「配套+技術+資源+
資本」的生態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互
聯網大數據及 5G 生態產業，將航天基地
打造成為西安乃至全國具有影響力的高
科 技 企 業 及 人 才 聚 集 地 ， 幫 助 區 域 培 育 「產 業 引
擎」，打造區域產業核心競爭力。
截至目前，創新中心吸引入孵企業 40 餘家，其中千

際合作。
據悉，大會包括 28 場分論壇、4 場創新項目路演
會 、 16 場 重 要 活 動 等， 有 來 自 55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2600 名代表參會，與會嘉賓就健康相關領域的話題進
行了廣泛交流和充分討論。此外，大會還舉辦了 「全
球大健康博覽會」，為國內外醫藥健康行業廠商和與
大健康領域相關金融、投資、科技和服務類企業與機
構提供展覽和交流機會。
齊薇然

重慶 8 月舉行智博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蔣曦報道：記者從重慶市政府
新聞辦日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2019 中國國際
智能產業博覽會將於 8 月 26 日至 29 日在重慶舉行。
據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吳存榮介紹，智博會
將堅持以 「智能化：為經濟賦能，為生活添彩」為主
題，開展會、展、賽、論四大板塊活動。
據介紹，本屆智博會國際化進一步增強，邀請新加
坡、英國、意大利作為主賓國，並向全球智能產業領
域的知名企業、專家學者、科研機構發出邀請。目
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科斯提亞‧諾沃肖洛夫，
「現代密碼學之父」、圖靈獎獲得者惠特菲爾德‧迪
菲，英特爾全球高級副總裁丹尼爾‧麥納馬拉，以及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小米
董事長雷軍、美團網創始人兼 CEO 王興等已確認參
會。
截至目前，谷歌、英特爾、三菱電機、SK 海力士、
高通、意法半導體、華為、聯想、阿里巴巴、航天科
工、海爾、紫光、浪潮、美團、小米等世界 500 強、
中國 500 強企業確認參展。
吳存榮說，首屆智博會舉辦將近一年時間，這一年
重慶智能化發展、智能產業發展成果豐碩。英特爾的
創新中心已在重慶建成並投入運行，重慶建立的聯合
微電子中心已正式投入運營，重慶與航天科技合作的
東方紅全球第一部衛星通信互聯網已落戶重慶。去
年，重慶智能產業銷售收入達 4600 多億，在工業機器
人、數控機床、智能網聯技術方面發展迅速，引進了
紫光芯片項目和阿里飛象、航天科工等工業互聯網的
平台落地重慶。

汾酒在港獲
一帶一路最佳白酒獎

【香港商報訊】11 日，在香港 「一帶一路」國際食
品展上，山西省汾陽市杏花村汾酒榮獲 「一帶一路最
佳中國白酒大獎」，這是繼 2018 年汾酒榮獲 「最具價
值中國國家品牌名片」之後，汾酒在國際舞台上取得
的又一殊榮。
汾酒集團黨委委員、董事、副總經理楊波表示，
「汾酒作為中國清香型白酒的鼻祖，以及中國的老四
大名酒之一，今年是第一次參加香港 「一帶一路」國
際食品展，但是，汾酒以及汾酒集團旗下的竹葉青
酒，從香港走向國際市場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了。」
早在 1915 年在美國三藩市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
上，汾酒成為唯一獲得最高獎—— 「甲等大獎章」的
中國白酒，始創於 1876 年的香港永利威酒業有限公司
迅速抓住這一國際市場的需求，向汾酒集團的前身晉
裕汾酒公司定製了大量汾酒用於出口，並取得了斐然
的銷量。2018 年 8 月首屆京東超級拍賣節上，一瓶永
利威汾酒以 864.3 萬元的成交價刷新了拍賣紀錄。
2018 年，是汾酒 「品牌國際化」發力的元年。汾酒
連續登陸哈佛中國論壇、巴菲特股東大會中美投資人
會議、中美企業峰會、中俄品質對話等一系列具有重
要影響的國際交流活動。
2019 年，是汾酒作為民族品牌對全球消費者進行深
度 「圈粉」的一年。從出征日本參加中國詩歌春晚，
到再度牽手美國巴菲特股東大會。從與東南亞各國攜
手奏響 「東方之聲」，到同香港一道譜寫 「一帶一
路」共進樂章，以及即將在中國汾酒城舉辦被譽為
「酒界奧斯卡」的第 20 屆布魯塞爾世界烈性酒大獎賽
等，汾酒將全方位多舞臺進行深度 「圈粉」，讓世界
更加了解骨子裏的中國品質。
張玉蘭 楊雅茹

海峽兩岸將共祭伏羲
11 日，記者從甘肅省政府新聞發布會上獲悉，2019
（己亥）年公祭中華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將於 22 日在甘
肅省天水市和台灣台北市同日同時舉辦。記者了解
到，今年是公祭伏羲大典暨伏羲文化旅遊節舉辦的第
30 年，也是海峽兩岸連續六年共祭人文始祖伏羲。
據天水市長王軍介紹，公祭期間，台灣上層人士及
代表團將赴天水參加公祭伏羲大典和第六屆海峽兩岸
名家書畫作品展，甘肅方面將由省政協領導帶隊組成
伏羲文化交流團赴台參祭。
寇剛

香港微型藝術展西安開幕
由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事處、駐陝西聯絡處
主辦的 「香港-小城·滿 Fun」香港微型藝術展 8 日在
西安大悅城開幕。
本次藝術展共展出 52 件微型藝術作品，有藍屋、大
澳風情、安樂窩、啡語花香、樓梯街排檔、大澳棚
屋、圍村盆菜宴、羅記皮鞋、舊式茶樓、西環碼頭、
摩星嶺木屋區、大澳文物酒店、龍鳳大禮堂×滿漢全
席等。這些微型藝術作品視角獨特、精緻寫實，呈現
了香港不同風貌的新舊景觀和多彩多姿的生活文化。

北川首屆羌族瓦爾俄足節開幕

創新中心與入孵企業簽約
萬級以上企業 3 家，百萬級以上企業 6 家，開展各類
創新創業服務活動 10 餘次，入孵的企業質量不斷提
高。
王寶雲

6 月 7 日，北川羌族自治縣首屆瓦爾俄足節在曲山鎮
石椅羌寨開幕。瓦爾俄足是一項以女性為主的綜合性
民間節慶活動，它集歌舞、飲食、宗教、習俗、服
飾、建築等於一體，能較完整地反映羌族文化梗概，
在羌民族民間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研究和
觀賞價值。北川縣通過對羌族瓦爾俄足節慶的恢復，
能深入了解古羌民族宗教文化內涵，對研究羌族女神
崇拜習俗，民間歌曲、原始舞蹈、教育等都有很高價
值。
張麗 黃莉 張寶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