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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質展現 「黑馬長沙」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雯報道：昨日，湖南省政府
新聞辦召開湖南省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聞發
布會第 12 場。長沙市委副書記、市長、湖南湘江新區
黨工委書記胡忠雄介紹稱，70 年來，長沙全市地區生
產總值從 1952 年的 2.87 億元攀升到 2018 年的 1.1 萬億
元，實現了從百億、千億到萬億的歷史性飛躍，地區
生產總值佔全省的比重從 1952 年的 10.4%提高到 2018
年的 30.2%，長沙以佔全省 5.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
湖南 30%以上的 GDP 和財政收入，成為名副其實的領
頭雁、排頭兵。特別是 1978 年至 2018 年的 40 年間，

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 652 倍，是全國增長速度最
快的城市之一；經濟總量從 1978 年排名全國城市第 44
位、省會城市第 15 位，躍居到全國城市第 14 位、省
會城市第 6 位，躍升幅度居同期全國城市前列，成為
省 會 城 市 競 爭 和 全 國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的 成 功 「逆 襲
者」，被譽為 「黑馬長沙」。
胡忠雄用 「智」 「文」 「城」 「市」四個字介紹長
沙的特質。
「智」，就是智能製造之城。作為全國重要的先進
製造業基地，長沙國家級智能製造試點企業及專項項

目達 27 個，數量居全國省會城市第一位，是國內唯一
擁有 4 個世界工程機械 50 強企業的城市，長沙工程機
械產業被國家工信部賽迪科技列為世界級產業集群，
長沙被央視譽為 「
智造之城」。
「文」，就是文化創意之城。依託國家首批歷史文
化名城的深厚底蘊，出版、動漫、電視等文創產業蓬
勃發展，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更是呈現井噴式增
長，短短兩年時間，文創類市場主體達 587 家，大步
朝着 「北有中關村、南有馬欄山」的目標邁進。2018
全市年文化產業增加值跨越千億元大關，佔 GDP 比重

作家點讚蘭州綠色高質發展

登隴右名山 歎金城盛景
當天上午，採風團一行早早登上了素有 「隴右第一
名山」之稱的興隆山，舉目眺望興隆盛景，為興隆山
的清新空氣所陶醉，戲稱 「可以裝在袋裏拿去賣錢
了」。興隆山是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是距蘭州市最
近的國家級自然森林保護區。有混元閣、朝雲觀、雷
祖殿等殿閣；有二仙台、太白泉、大佛殿、喜松亭、
滴淚亭等景點。
隨後採風團一行驅車前往樸素李家莊——榆中田園
綜合體項目地，該項目是榆中縣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全力打造的田園綜合體示範

「精緻蘭州」 中國著名作家金城行走進蘭州新區
項目。擬建成全省乃至全國知名的集特色果蔬種植、
農產品生產交易、鄉村旅遊休閒、田園娛樂體驗、生
態養老居住等為一體的複合型田園綜合體示範區。作
家們直言，真是一個周末休閒消遣的好地方。

觀新區發展 讚蘭州速度
「國 際 上 有 沒 有 其 他 國 家 擁 有 比 較 有 名 的 中 成
藥？」 「佛慈在品牌塑造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當天下午，採風團一行走進蘭州新區，在蘭州佛慈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採風團成員對這個已有近百年歷史
的 「中國老字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蘭石的裝
備快要把地球挖透了。」在蘭石集團展覽館裏，作家
們了解到蘭石的一項項驚為天人的設備被運用於各個
國家各個領域後如是戲稱。
蘭州新區作為第五個國家級新區，是國務院確定建
設的西北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國家重要的產業基
地、向西開放的重要戰略平台、承接產業轉移示範
區。經過幾年的發展，蘭州新區成績喜人。去年，實

現生產總值 205 億，增長 16%，增速居國家級新區之
首。
「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談
到蘭州新區的發展，徐貴祥引用了魯迅先生的名言。
他說，新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黃到綠，發展速
度驚人，能到今天的規模特別好。同樣，新區的飛速
發展可以看作蘭州市發展的縮影。他代表採風團冀蘭
州、蘭州新區越來越好，更上一層樓。

部屬醫院的省份中位列第一。已建成 2 個國家臨床醫
學研究中心，康復醫學、肺移植、親體肝移植、免疫
性腎病、脊柱矯治、胰腺疾病治療等技術達到了國際
領先水平。造血幹細胞移植治療白血病、心血管疾病
診療、分子功能影像技術、大面積燒傷救治、手外科
治療與功能恢復等國內領先。江蘇還是全國互聯網+
醫療健康示範省和健康醫療大數據試點省，已實現省
市縣三級全民健康平台互聯互通，縣域遠端醫療實現
了全覆蓋，歸集 5400 多萬份電子健康檔案，首批 7 家
互聯網醫院已建成，年底將達 50 家。
「新中國 70 年，也是江蘇省衛生健康事業不斷深化
改革、激發活力的 70 年。」朱岷說，江蘇省衛生健康

武漢以 「芯」 引領區域產業發展
【香港商報訊】近年來，武漢市以 「芯」為引領，
努力在中部地區崛起中發揮引擎作用。2018 年武漢市
用佔湖北省 4.6%的土地面積和 18.7%的人口，貢獻了
湖北省 37.7%的地區生產總值。今年 1-8 月地方一般
公共預算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和新增本
外幣貸款佔全省比重分別達 48.5%、36.7%、52.4%和
64.2%，主中心地位和作用持續顯現。
25 日上午，武漢市政府新聞辦舉行 「禮讚新中國
喜迎軍運會」城市系列發布第 9 場，繼續聚焦 「高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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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and its Board members undertake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herein is truthful, accurate and complete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statement, misrepresentation or major omission.
I. Informing of the Meetin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MC’ or the ‘Company’) sent out relevant proposals of the
Board meeting to all 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relevant persons on September 23, 2019.
II. Time, Place & Form of Holding the Meeting
The Board meeting was held in form of paper meeting from September 23,
2019 to September 27, 2019. The procedure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the
meeting complied with the stipulation of the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JMC.
III. Status of the Directors Attending the Meeting
Nine directors shall attend this Board meeting and nine directors were
present.
IV. Resolution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ed the Engineering Serv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between Ford Vietnam Limited and the
Company, and authoriz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Jin Wenhui to sign the
aforesaid Agreement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Whereas Ford, representing 32%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s the second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and Ford Vietnam Limited
is a subsidiary of Ford, the transaction herein constitutes a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When voting on the proposal, Director Anning Chen, Director
Thomas Peter Hilditch, and Director Manto Wong withdrew from the voting
and all the other Directors agreed with this proposal.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of

量發展看武漢」：強化武漢主中心作用 推動 「一芯
兩帶三區」 布局落地落實。會上，武漢市發改委副
主任余功豹、武漢市經信局副局長張紅、武漢市科技
局副局長胡軍介紹相關情況。
武漢市以光電子信息、汽車及零部件、生物醫藥及
醫療器械三大世界級產業集群為目標，夯實 「以 3 個
國家級開發區為龍頭、四大國家新基地和大健康產業
基地為引領、13 個區的現代產業園和服務業聚集區為
支撐」的產業發展格局，建設全國新興產業重要集聚

JMC published on September 28, 2019 in China Securities, Securities Times,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and the website http://www.cninfo.com.cn for
details.
V. Opinions from Independent Direc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of
JMC published on September 28, 2019 in China Securities, Securities Times,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and the website http://www.cninfo.com.cn for
the Company Independent Directors’ opinions on the aforesai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It is hereby announced.
Board of Directors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September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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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Public Announcement on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and its Board members undertake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herein is truthful, accurate and complete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statement, misrepresentation or major omission.
I. Brief Introduc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MC” or the “Company”) hold a paper meeti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September 23, 2019 to September 27, 2019 to approve the Engineering
Serv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between Ford Vietnam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VL” ) and the Company, and authorize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Jin Wenhui to sign the aforesaid Agreement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Nine directors shall attend this Board meeting and nine directors were present.
Whereas Ford, representing 32%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s the second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and FVL is a subsidiary of
Ford, the transaction herein constitutes a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When vot-

達 9%；全市博物館 32 家、美術館 13 家，人均公共文
化設施面積達 1.6 平方米，遠超國家標準。先後獲評
「世界媒體藝術之都」 「東亞文化之都」、首批國家
公共文化服務示範區。
「城」，就是宜居幸福之城。長沙 2018 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44647 元，居中西部省會城市第
一位。長沙房價始終保持相對較低的水平，2018 年長
沙房價收入比為 6.4，為全國 50 個重點城市最低，房
價成為創新創業的鮮明優勢、全市人民幸福感的重要
源泉，長沙連續 11 年獲評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市」，就是經濟發展大市。2017 年全市經濟總量
邁入 「
萬億俱樂部」，居全國省會城市第 6 位；是全國
第 14 個 GDP 過萬億元的城市。人均 GDP 超過 2 萬美
元，按照國際標準，達到初等發達國家或地區水平。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皓萍報道：近日，河南省政
府新聞辦舉辦 「壯麗 70 年奮鬥新時代」系列主題新
聞發布會，河南省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史秉銳做主
題發布。據悉，河南已實現 582.4 萬農村貧困口脫
貧、39 個貧困縣摘帽，貧困發生率由 2013 年年底的
8.79%下降到 2018 年年底的 1.21%，貧困地區農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達到 11911 元。在國家對河南
2018 年度脫貧攻堅工作的考核中，河南省建檔立卡貧
困戶綜合滿意度為 89.83%，較全國平均水平高 3.71 個
百分點。
史秉銳表示，河南着力打好產業扶貧、就業創業扶
貧、生態扶貧、金融扶貧 「四場硬仗」，實施交通扶
貧、水利扶貧、電網升級和網絡扶貧、環境整治 「四
項工程」。目前，全省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實際報銷比
例提高到 90%以上，貧困縣小學、初中淨入學率基本
達到全省平均水平，建檔立卡貧困戶等 「
4 類重點對
象」危房改造超過 45 萬戶，貧困群眾的獲得感和滿
足感越來越高。
2014－2018 年，全省共實現 582.4 萬建檔立卡農村貧
困人口脫貧、減幅達到 83%，8315 個貧困村出列、減
幅達到 87%，39 個貧困縣摘帽、減幅達到 74%，貧困
發生率由 2013 年底的 8.79%下降到 2018 年底的 1.21%。
今年，河南計劃實現 14 個貧困縣、1000 個貧困村
和 65 萬貧困人口脫貧。截至 7 月底，1000 個貧困村脫
貧已達標 786 個。前兩季度，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達到 5519.12 元，同比增長 10.4%，高於全
省平均水平 1.5 個百分點。

講金城故事 塑蘭州形象
「我們的著名作家行活動目前已經很成熟了，在全
國遍地開花，受到了各界好評。」香港商報總經理張
介嶺接受採訪時說，我們舉辦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
讓作家們通過切身感受，用他們的豐富的表達藝術，
把黃河之濱之美展示給海內外。
張介嶺說，蘭州還有很多值得走一走看一看的地
方，有更多的故事需要挖掘，香港商報願與蘭州一
道，共同講好蘭州故事，塑造蘭州形象。

醫改多項領先 江蘇續寫 「健康經驗」
【香港商報訊】26 日， 「蘇寫高質量 奮鬥新時
代」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人民生活高質量」專題
新聞發布會在南京舉行。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江
蘇省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朱岷說，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來，江蘇省衛生健康系統努力為群眾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的健康服務，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現已建成，群眾就醫方便程度不斷提高。在深化醫改
方面，江蘇創造了不少第一。
目前，江蘇省擁有 33253 個醫療衛生機構，較 1949
年增長 128 倍；衛生人員總數由 1950 年的 13603 人增
至 73.93 萬人，增長 54 倍，擁有 4 家國家疑難病症診
治能力提升工程單位，52 個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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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582.4 萬人脫貧
39 個貧困縣摘帽

【香港商報訊】記者寇剛、陳宏
岩 通訊員姜軍霞報道：昨日，慶祝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精緻蘭州」
——2019（首屆）中國著名作家金城
行活動先後來到了 「隴右第一名山」
——興隆山、榆中縣李家莊田園綜合
體以及位於蘭州新區的蘭石集團和蘭
州佛慈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翻看
蘭州城市名片，感受新時期蘭州把握
綠色高質發展脈搏，促進經濟社會騰
飛的 「蘭州速度」 。
活動期間，作家們為蘭州的盛景所吸引、被蘭州
的飛速發展所震撼。 「在蘭州，每去一個地方都會
刷新我的感受。」採風團團長、中國作協副主席、
中國作家軍事文學委員會主任徐貴祥說，蘭州不僅
美，而且發展驚人，再也不是那個大家認知中落後
貧窮的西部小城了。和徐貴祥一樣，採風團成員紛
紛點讚蘭州發展。

http://www.hkcd.com

事業不斷深化改革，創造了不少第一，為全國深化醫
改積累了經驗，包括第一個開展家庭醫生個性化簽約
服務，第一個開展社區醫院建設，第一個出台公立醫
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在全國第一個以省為單位
實行藥品零差率銷售，第一個建設全省醫療服務綜合
監管信息系統，第一個對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實
行誠信管理等。
1994 年，鎮江市在全國率先開展城鎮職工醫療保險
改革試點，為全國探索了經驗。如今，鎮江市正在深
入實施 「健康鎮江」戰略，着力解決因病致貧返貧問
題，提升醫療保障水平。2018 年，鎮江市人均期望壽
命達 82.13 歲，比 1949 年提高 2.34 倍。
杜林 李愛
地。2018 年，武漢市 「三新」經濟增加值 4107.7 億
元，佔 GDP 的比重達 27.7%，高全國 11.6 個百分點；
數字經濟增加值 5772 億元，佔 GDP 比重為 38.9%。
武漢市以 「芯」為引領，以 「芯屏端網」萬億產業
集群為突破口，大力實施 「卡脖子」關鍵技術攻關，
打造科技創新的高地。武漢市 22 項科技成果獲得 2018
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兩項成果入選中國十大科技進
展，湧現出 64 層三維閃存晶片、商用 「
100G 硅光收
發晶片」、虹膜生物識別 ASIC 晶片等一批核心技術
和產品。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 3.2%，科技進步貢獻率
超過 60%。《自然》雜誌全球城市科研指數排名中，
武漢位列中國第 4、全球第 19 名。

ing on the proposal, Director Anning Chen, Director Thomas Peter Hilditch,
and Director Manto Wong withdrew from the voting and all the other Directors
agreed with this proposal.
V348 is a light commercial vehicle product introduced by the Company from
Ford.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material asset reorganization stipulated in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terial Asset Reorganiz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promulgated by CSRC.
II. Brief Summary of the Related Party
Company Name: Ford Vietnam Limited
Registered Address: Tu Minh Ward, Hai Duong City, Hai Duong province,
Vietnam
Legal Representative: Pham Van Dung
Registered Capital: US$ 72 million
Enterprise Type: a Vietnam-base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Ownership Structure: Ford holds FVL’s 75% equity and a local partner in
Vietnam holds FVL’s 25% equity.
Business Scope: assembling and manufacturing automobiles and parts, supplying automobile repairing and warranty services; importing automobiles,
including completed vehicles, parts and accessories for sale to traders who
have right to distribute such vehicles, parts and accessories.
FVL is a subsidiary of Ford. The latest audited financial indexes of Ford are
shown as follows:
Unit: US$ billion
2018
Revenue
Net profit

156.8
7.7
December 31, 2018

Total assets

258.5

Total equity

35.7

III. Main Contents of the Engineering Serv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1. FVL expects JMC to assist in carrying out some upgrade for the upgraded
model named V348 MCA2 and to support upgrade model to carry out Viet-

晉 15 舉措領跑能源革命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在山西開展能源革命
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山西省據此推出了 15 項重大
舉措，並出台了《山西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行動方
案》和《山西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 2019-2020 年工
作任務清單》。其中， 「行動方案」細化提出了 85 項
任務舉措； 「任務清單」確定了近 2 年內要推進 20 項
重大改革、20 項重大事項、10 個方面重大技術攻關、
38 項重大項目。
張玉蘭 楊亮

大連日本商品展啟幕
已經成功舉辦了 10 屆的大連日本商品展覽會昨日在
大連世界博覽廣場舉辦。來自日本 29 個都道府縣的近
350 個商協會、企業參展，展位數達 490 個，較上屆
增加 40%，其中日本本土企業超過半數以上。另外，
遼寧省 14 個市都將組團參展洽談。展場內設立日本產
品展銷區、跨境電商產品區、遼寧 14 個市特色產品展
示區、對接交流洽談區、日本文化表演區等五個區。
展品涉及電子醫療器械、生物科技、環境保護、工業
產品、工藝品、建築設計、介護養老、食品日用品、
投資諮詢等 20 多個行業領域。
展會期間，將同期舉辦 4 項經貿活動。
劉瑩

中國‧白帝城國際詩歌節開幕
第三屆 「中國‧白帝城」國際詩歌節昨日在重慶市
奉節縣舉行，開幕式上，萬餘人在白帝城、風雨廊
橋、三峽之巔等地布置方陣，同時朗誦四首 「天下第
一」詩詞，並申創 「
夔」字組合吉尼斯世界紀錄。
據悉，活動將覆蓋全年，推進詩詞進校園、進機
關、進社區、進院壩、進企業、進景區活動。同時，
通過中國詩詞學會，奉節面向全球華人海選 3000 首古
體詩，涉及西班牙、埃塞俄比亞等國家；邀請外國駐
渝領事、海內外專家學者及留學生等參與本屆詩歌
節；同時還以中英雙語形式展示中國詩歌。
蔣曦

nam local certification and launch;
2. JMC will provide to FVL and FVL will receive from JMC certain engineering
servi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in connection with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3. The engineering services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under the aforesaid
Agreements are only intended to cover work between PSC (Program Strategy Confirmed) milestone and PTC (Program Target Compatibility) milestone,
and the total amount is RMB 27.14 million;
4. All payment required to be made by FVL under these Agreements are denominated in RMB.
IV. Pricing Policy
Pricing of the transaction is based on contracted price.
V. Purpose and Impact of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on the Company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can help the Company to implement smoothly
the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VI.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aken place from January 1, 2019 to August 31, 2019 between Ford and the Company is about
RMB 468 millio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between FVL and the Company is about RMB 18 million.
VII. Opinions from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Lu Song, Wang Kun, and Li Xianjun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s follows:
1. We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e meeting agenda prior to the meeting;
2. We have known the Engineering Serv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between FVL and JMC, and after seriously review, we believe
that the agreement in the relevant agreements is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commercial principles and is fair and reasonable.
VIII.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1.Resolution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JMC;
2.Opinions from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Engineering Service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s Agreement Concerning V348 Vietnam MCA2
CKD Program between PSC and PTC.
It is hereby announced.
Board of Directors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September 28,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