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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規格承辦籃球世界盃

深圳展國際都市風範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
道：2019FIBA 籃球世界盃深圳賽
區的賽事已全部結束。在這 9 天時
間裏，深圳賽區共進行了 10 場比
賽， 「黑馬」 捷克、美國 「夢之
隊」 以及希臘、法國等熱門球隊
對決高下， 「字母哥」 、沃克、
米切爾、戈貝爾、巴圖姆等眾多
球星大展球技，讓來自世界各地
的球迷們一飽眼福。
在這場體育盛宴中，深圳不僅
向全世界展示了高水平的承辦能
力以及高標準的後勤保障，更展
現了一座國際化現代都市的文化
風采與熱情。

「超標」接待獲多方肯定
在本屆世界盃期間，深圳市共有 26 個相關職能部門
參與賽事工作，組建了有 11 個部門的組委會，組織工
作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籃球世界盃深
圳賽區執行秘書長、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巡視
員韓星元介紹稱，經過 4 年多籌備，各項工作非常到
位，保障了賽事順利進行，觀眾參與度非常高，整個
賽區的比賽達到了預期。
作為世界盃的比賽場地，深圳灣體育中心從 4 月底
至 7 月進行了封閉改造，以最完美的狀態呈現給世界
觀眾。韓星元稱，後勤保障團隊在裝修時加班加點，
從隊伍使用的角度換位思考，進行了一系列升級改
造。各個球隊都說我們的場館 「世界一流」。

來自異國他鄉的球迷在深觀賽
除了完成職責中的 「規定動作」，深圳賽區還使出
了其它賽區沒有的 「自選動作」，得到了國際籃聯、
賽事組委會以及參賽隊的高度肯定。韓星元稱，例如
深圳賽區的後勤保障團隊，通宵和酒店、機場、車
輛、交通各個部門做對接，給來深圳參賽的隊伍提供
更好體驗。此外，深圳賽區還主動給參賽球員和隊伍
官員贈送了深圳紀念品，讓他們感受到深圳的熱情和
文明好客。

賽事帶火深圳旅遊熱度
「為一場球，赴一座城」。籃球世界盃首次在中國
舉辦，掀起了新一波的觀賽遊熱潮。馬蜂窩大數據顯
示，8 月以來， 「籃球賽」 「觀賽」等相關關鍵詞的
旅遊搜索熱度上升 32%。作為比賽城市之一，深圳的
旅遊熱度也呈上漲趨勢，據統計，共有 7 萬餘人次在
深圳灣體育中心現場觀看比賽，除了本地觀眾，還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粉絲。
馬蜂窩旅遊研究中心負責人表示，觀賽遊是體育旅
遊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水平的體育賽事，對於旅遊發

展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此次籃球世界盃的舉辦，對
深圳旅遊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展現了深圳的文
化風貌，獲得了城市形象的進一步提升。

冀更多國際賽事入駐深圳
成功舉辦籃球世界盃深圳賽區賽事並不是終點，而
將是一個新的起點。韓星元表示，深圳要建設全球標
杆城市，非常需要更多大型國際級賽事入駐。同時，
也希望通過辦好賽事，在辦賽團隊、辦賽的各項保障
方面等方面積累下更多經驗。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提出，支持深圳舉辦國際
大型體育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韓星元表示，目前深
圳已經舉辦了籃球世界盃，即將舉辦 WTA 年終總決
賽，未來希望有機會申請足球、田徑、游泳等更多單
項項目比賽。未來，希望申請更多的高規格單項體育
賽事，做一些沉澱，包括場館設施的新建規劃和改造
提升等方面，為將來舉辦更高層次的綜合性體育運動
會打好基礎。

本報高層訪茂名 助推港茂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賀安安、林麗青報
道：9 月 10 日，本報董事總經理、全球商
報聯盟理事長張介嶺一行在茂名拜訪茂名
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倪謙，雙方相談甚
歡。茂名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俊等參與會
談。
會談中，倪謙介紹了 「嶺南聖母」 「中
國巾幗英雄第一人」 冼夫人的事蹟，稱茂
名正在推行 「冼夫人文化計劃」 ，希望通
過好的宣傳載體助力 「冼夫人文化」 打入
核心文化圈。張介嶺感謝茂名市委宣傳部
對本報的支持，介紹了本報的發展和特色
以及本報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中的特
殊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
張介嶺說，為加強對茂名的新聞宣傳報
道力度，香港商報特別派出記者賀安安負
責茂名地區的新聞報道工作。張介嶺表
示，香港商報將宣傳報道好茂名，講好茂
名故事，助推香港和茂名兩地的經貿聯
系，促進茂名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和投
資對接。

10 日，本報董事總經理、全球商報聯盟理事長張介嶺（左三）一行拜訪茂名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倪謙（右三），茂
名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俊（左二）等參與會談。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發布氫能 10 條
的布局和引進培育下，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已初步形成了有核心
環節產業化項目建成、有院士工
作站落戶、有加氫站建成、有氫
燃料電池物流專用車輛運營的格
局。截至目前，該區新能源產業
總體規模已經超過 1000 億元。
記者了解到， 「氫能十條」從
投資落戶、研發機構認定、行業
協會、產業園、加氫站建設運
營、資金配套、貸款貼息、風險
投資等方面對氫能產業予全方面
扶持，在關鍵環節上精準出拳，
率先全國實現全產業鏈扶持，綜
合扶持力度全國最大。以氫燃料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 2020 年底將建成覆蓋全區北、中、南的 5 座加氫站。 電池汽車為代表的氫能應用示範
是打開市場大門、推動產業成熟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 通訊員郭哲涵、李遠
的重要路徑。 「氫能 10 條」對加氫站的建設和運營給
強、趙勇報道：近日，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發
予雙重補貼：在該區已有 「綠色 10 條」對氫能應用示
布《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促進氫能產業發展辦
範項目給予最高 100 萬元扶持的基礎上，針對加氫站
法》（辦法共十條，以下簡稱 「氫能 10 條」），從搶
的建設運營專門設置了扶持政策，根據建成時間和日
佔新能源產業布局的戰略高度，在政策層面將氫能產
加氫能力，分時段、分檔次給予加氫站建設最高 600
業確立為該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重點領域。在精心
萬元補貼；對加氫站運營給予最高 20 元/kg 的氫氣加

注運營補貼。
此外，針對氫能產業整體處於起步和發展階段，前
期投資大、回報周期長，企業規模小、融資不易等現
狀， 「氫能 10 條」對新落戶的氫能重大項目按固定資
產投資最高給予 1 億元獎勵；對氫能企業或機構通過
商業銀行或融資擔保的方式獲得的用於生產或研發的
銀行貸款，每年每家企業給予最高 500 萬元的補貼，
補貼期 3 年；對首次獲得風險投資機構投資的種子
期、初創期的氫能企業，每家企業最高獎勵 500 萬
元。
據悉，為了推動突破氫能 「卡脖子」技術， 「氫能
10 條」對經國家、省認定的氫能研發機構和檢驗檢測
機構分別給予 1000 萬元、500 萬元的獎勵。8 月 28
日，該區灣區氫谷和黃埔氫能創新創業中心兩大氫能
產業園同時動工建設。前者將建設氫能產業集聚中
心、研發設計中心、市場運營中心、檢測檢驗中心、
國際交流中心等五大中心，目前已簽約引進 11 個產業
項目、國內外頂尖研發團隊和技術人才。後者將引入
廣州市中德氫能源研究院等一批 「高精尖」氫能龍頭
企業和團隊，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氫能創新驅動核。按
照該區發展規劃，到 2020 年，將實現氫能產業示範效
應，形成完善的氫能產業鏈，氫能產業產值突破 200
億元。

深圳海關保障中秋供港鮮柚靚正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一年一度的中秋
佳節即將到來，糯米柚、橘紅柚、沙田柚……風味各
異的柚子滿布布吉街市，而它們都有着一個共同的名
字—— 「供港鮮柚」。深圳海關所屬布吉海關轄區是
深圳地區供港水果的主要基地，深圳口岸 95%以上的
供港水果都來自該轄區，年均供港水果近 20 萬噸，其

中鮮柚 3000 多噸。
深圳海關嚴把產品源頭關，與產地海關加強溝通協
調，嚴格核查供貨證明，確保每一顆柚子都來自於合
法備案的出口種植基地。該關加大巡查監管力度，對
加工廠的環境衛生、產品的卷標標識、果品的色澤外
觀以及腐爛、霉變等情況進行重點檢查，對包裝、加

工、運輸等過程中非法使用添加劑以及夾帶、虛報等
違規行為保持高壓態勢，實現從源頭、包裝到儲運環
節的全面監管和有效溯源。嚴格落實香港《食物內除
害劑殘餘規例》，對涉及水果的 207 種除害劑和 1579
條限量標準進行風險分析，科學合理制定農殘監控計
劃，指導轄區出口水果加工廠加強自檢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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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坪山將辦
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峰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焦家志報道：11 日-12 日，以
「聚 焦 生 物 新 經 濟 ， 共 謀 創 新 大 灣 區 」 為 主 題 的
「
2019 深圳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峰會」將在深
圳市坪山區舉行。來自國內外生物醫藥領域的 100 多
位院士、科學家、專家學者，以及來自各國政府監管
機構、世界 500 強企業、創新研究項目團隊和創投風
投機構的專家學者、企業高層、技術精英近千人將參
加會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峰會將有 7 位行業
精英成為坪山區委、區政府顧問。
作為本屆活動的主辦地，坪山區的生物醫藥產業發
展也正呈現高質量發展的勢頭。坪山擁有全國首批國
家生物產業基地，51.6 平方公里的坪山高新區被列入
深圳高新區核心園區，坪山生物醫藥產業產值近年保
持年均 30%以上的增速，已形成了以生物製藥、高端
醫療器械、生物技術為主體，以賽諾菲巴斯德、微芯
生物、國藥致君、信立泰、新產業、理邦精密、萬樂
藥業為代表的大型企業和以普瑞金、華先醫藥、無微
華斯、盛波爾等海內外高層人才創新創業為代表的中
小微創新型企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產業格局，已
經具備全面提速發展的良好產業基礎。
據悉，本屆峰會將首次採用 「
1+1+7」模式（即一
場專家閉門會、一場主論壇、七場分論壇），以 「面
向前沿、聚焦熱點、展望未來」方式，邀請全球生物
醫藥領域頂尖智慧，聚焦全球生物醫藥技術創新和生
物醫藥產業發展最前沿領域的課題開展深度交流，期
間將有賽諾菲巴斯德創新中心項目、泰格醫藥-坪山
區政府戰略合作、汕頭大學-坪山區人民政府戰略合
作等多場簽約儀式，並將發布《坪山生物醫藥產業創
新發展藍皮書（2019）》。

深人醫攜電信建
5G+智慧醫療示範醫院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9 月 10 日，由深
圳市醫師協會呼吸內科醫師分會主辦，深圳市人民醫
院、深圳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承辦的 「
5G 視 頻 大 查
房」，在深圳市人民醫院完成。此次 5G 遠端大查房為
醫療行業與中國電信攜手在 5G+智慧醫療領域進行的
重要探索，隨着 5G 技術在醫療行業的應用，醫療服務
環境、群眾就醫體驗將發生巨大的改變。
據介紹，這是深圳市首次正式使用 5G 網絡進行視頻
大查房，5G 網絡的高速率、大連接、低延時能力，是
開展此次網絡聯合查房的基本保證。在中國電信深圳
分公司的技術支持下，無論從病房診視病人，醫學檢
查結果和影像圖像的分享、專家直接的討論，都體現
出超常的 「現場真實感」。千兆級的下載速率讓現場
的專家對下載片源體驗幾乎無等待，超快速的數據和
圖片的共享，讓身處不同醫院的專家們如同坐在同一
個會議室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討論，給患者提供多學科
聯合的高質量會診意見，大幅提升了會診質量和效
率。
隨着 5G 時代的來臨，院內系統、設備的互聯，院間
醫療業務的開展，以及院外應急救治和區域醫療平台
有機結合，都會因為 5G 在醫療上的應用而得到快速實
現。下一步，隨着 5G 的 uRLLC、eMTC 場景的標準
成熟，將在遠端手術操控、院區和設備高效管理等方
面帶來更多可能。
深圳市人民醫院與深圳電信簽署 5G 戰略合作協議，
在智慧急救、遠端會診、5G 移動醫護、5G 傳輸電
路、共建 5G 實驗室等領域開展合作，目前已完成 5G
基站建設，並積極推動 5G 醫療行業應用落地。後續，
雙方將繼續在醫療信息化方面展開深度合作，共同研
究基於 5G 通信技術的雲計算、信息安全、大數據應
用、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智慧醫療信息化課題，更好
更快地完成智慧醫療建設，共同打造國內領先的 5G+
智慧醫療示範醫院。

深圳創新促進會
企業聯誼別開生面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由五場主題講座串
連起來的深圳市創新產業促進會企業聯誼活動，昨日
在深圳福田區舉辦。
據悉，創新促進會正在打造新時代的家教平台，昨
日的講座開場就是《新時代家風建設》，由創新產業
促進會教育中心余思彤老師主講。沒有枯燥的說教，
余思彤將講台變為劇院，請幾位會員來當演員，她則
扮演導演，將夫妻關係在家庭關係中的核心地位演繹
得淋灕盡致。
創新促進會是少有的跨行業協會組織。因此昨日上
台的幾位企業界大佬來自不同行業，深圳谷粒古粒開
發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講解了什麼才是健康的糧油食
品。全商匯華南區負責人則從以債抵物、債權轉股權
等多個角度，提供企業和民間債務全域解決方案 。

綠色亞太優勝企業
將獲聯國基金會扶植
【香港商報訊】記者同理報道：已經拉開序幕的
2019 綠色亞太環保成就獎評選，將首度引入聯合國環
境規劃基金會優勝獲獎企業扶持計劃。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中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張逸堅表
示，過往主辦機構已成功舉辦五屆 「綠色中國」和一
屆 「綠色亞太」權威評選活動。此次評獎將外延進一
步拓展，基金會將與合作金融機構對獲獎優勝受扶植
企業提供金融、技術及全球化發展服務。其中金融服
務包括：針對香港及歐美市場，對上市前期上市主體
進行積極投資和咨詢，包括併購反向收購，董事會和
管理層重組等。
據介紹，2019 綠色亞太環保成就獎將於 12 月頒獎。
該活動由聯合國環境規劃基金會、中國環境保護協
會、香港環境保護協會、澳門綠色環境保護協會與全
球商報聯盟和香港商報共同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