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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好大灣區未來 投身「十四五」發展

寶安首頒區級
中醫藥發展白皮書

鄧志華籲港青北上展拳腳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王娜 通訊員深衛信報
道：3 月 18 日，寶安區中醫藥高質量發展推進行動正
式啟動，寶安區發布全國首個區級中醫藥發展白皮
書。此外，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七臨床醫學院、深圳市
岐黃學院等也落戶寶安，未來寶安將打造中醫藥傳承
創新發展先行示範城區。
《寶安區中醫藥發展白皮書》從加快醫院建設、強
化人才支撐、加強學科建設、強化傳承創新、推動產
業融合、擴大文化影響 6 方面提出 16 條措施，提出到
2025 年底，寶安要打造成為全國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
先行示範城區。
在人才方面，5 年內，寶安將柔性引進中醫藥高層
次醫學團隊不少於 10 個，柔性引進院士、國醫大師、
全國和省級名中醫不少於 50 名，建立各級名老中醫傳
承工作室不少於 10 個。
根據計劃，未來將由寶安純中醫治療醫院牽頭，引
進相關中醫藥人才，加強中醫古方技法研究挖掘，對
中藥經典名方、民間驗方、秘方、技法和獨特傳統炮
製技術進行挖掘整理和開發利用，形成全區共享的中
醫古方技法大數據庫。
截至 2021 年 2 月，寶安可提供中醫藥服務的醫療機
構 492 家，中醫病床 1937 張，形成了以寶安純中醫治
療醫院為醫教研 「龍頭」，寶安中醫院（集團）和市
中西醫結合醫院為 「雙引擎」，綜合醫院中醫科為
「支撐」，各社康中心為基點 「底紋」，中醫門診
部、中醫診所、中醫館及中醫坐堂醫診所為 「補充」
的多元中醫醫療服務網絡。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1985 年出生於
香港的鄧志華（Wallace Tang），在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屯門分校）學習土木工程，畢業後從事工程
設計 14 年。2019 年 4 月，他成為中山市六小寶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聯合創始人，致力於通過結合互聯
網、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技術，提高垃圾分類效率以及再生資源利用率，積
極解決垃圾圍城、環境污染等難題。

刻苦拼搏喜歡冒險突破
鄧志華的父親是江門人，早年在東莞辦廠，生產五
金配件。原本一家人生活安逸、經濟寬裕，但後來父
親生意墜入底谷，公司倒閉，家庭支出頓現困境。這
個變化讓年幼的鄧志華很快成熟起來，他作為長子，
意識到不能凡事依賴別人，立志刻苦拼搏，並要成為
父母的依靠。
「我比較喜歡冒險並且突破自己。爸爸是一名商
人，受其影響，我亦走向了成為一名商人的道路，在
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鄧志華介紹。
鄧志華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分校）學習選修
的方向是以應用為主的土木工程，畢業後順理成章進
入工程界，一做就是 14 年。懂項目管理、有設計經
驗，鄧志華歷年來管理和操作的項目達 100 餘項。
2018-2019 年間，成為香港阡翔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妙豐國際有限公司、天宇設計發展有限公司、香
港唯一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夥人，並擔任技術總監和項
目總監。
鄧志華曾以為，他一生都只做設計工程。惟風雲際
會，他的事業悄然發生了變化，月下老人也為他安排
了一場異地姻緣。
「其實在 2019 年香港修例風波前，我和工程公司的
拍檔已在惠州開設了一條訂製家私的生產線，供回給
香港的設計工程所用，當時我已非常看好大灣區的未
來發展。後來，香港又陸續經歷了一些不如意的事，
使我更加堅定把事業重心轉移到大灣區，力當香港與
內地的溝通橋樑。」
鄧志華明白自己學歷不夠高，須用能力搭夠，工作
之餘還繼續學習充電。2017 年報讀了香港的教育課程
進修班，課程內容包括金融、投資和營商等。班上有

位來自中山的女同學李蘊桐（Niko Lee），從英國留
學回國，在中山和香港開設了留學、就業、投資移民
等海外業務。2019 年，鄧志華與李蘊桐喜結連理，他
成了中山石岐的女婿。而李蘊桐不僅是其人生伴侶，
也是事業拍檔。

致力垃圾分類貢獻社會
「機緣巧合下，我接觸到了垃圾分類環保回收這個
項目，我覺得非做不可。貢獻社會，變廢為寶，我與
拍檔理念一致，擦出火花。認真考慮幾天之後，就決
定為環保出一份力，結果就成立了如今的中山市六小
寶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鄧志華說。
鄧志華和李蘊桐成為六小寶公司的其中兩個聯合創
始人。那麼，六小寶公司的垃圾分類項目有何過人之
處？鄧志華解釋： 「我們打造的是可溯源智能垃圾分
類平台，未來會致力於透過結合互聯網、物聯網以及
人工智能技術，提高垃圾分類效率以及再生資源利用
率，推動垃圾分類成為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積
極解決垃圾圍城、環境污染等難題。」
鄧志華的理念是利用低成本、易執行的分類二維碼
綁定垃圾，回收、掃碼分揀稱重返現的互聯網模式，
規模化覆蓋居民社區進行垃圾分類推廣教育，提高垃
圾分類覆蓋率，降低用戶執行成本，同時將垃圾轉化
成平台大數據，利用科學技術變廢為寶。 「居民掃碼
進入小程序註冊為用戶，下單領取分類標簽；分類包
裝好並粘貼綁定好的標簽，投遞到樓下的智能分類回
收箱，清運收集完成後清運人員運回後端分揀中心；
分揀中心對溯源每件垃圾掃碼分揀稱重，人工審核並
結算環保金給用戶，用戶提現到微信錢包。」鄧志華
現場向記者演示了小程序的操作方法。
如今，中山橫欄鎮已成為一個垃圾分類示範區。

鄧志華在中山橫欄麗港花園的垃圾分類箱前。

力當香港內地溝通橋樑
當被問及對未來的規劃時，鄧志華回答說： 「當然
是發展好垃圾分類的事業，響應國家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的號召，本着為推動執行 『十四五』規劃中的重要
任務出一份力。」
鄧志華對中山也越來越適應，他開玩笑說，自己的
酒量大增。 「中山人太熱情了，留在中山一年多時
間，企業前輩們教了我很多，他們很樂意幫助我，介
紹我認識了很多青年企業家朋友。以前在香港，生意
溝通上並沒有在這邊來得幸運，很多時候生意合作多
了，才會成為朋友。」
鄧志華希望更進一步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 「我想
充當香港內地的友好橋樑，讓更多香港朋友來內地從
商就業。我身邊不少香港朋友沒有在內地經商過，或
者比較少接觸內地，他們對內地環境是不了解的，現
在借着大灣區這麼多支持港澳人士的政策，一定可以
吸引他們過來。」
「付出不一定會有你意料之中的收獲，但是不付出
一定沒有。付出過、打拼過之後，可能會收獲令你意
想不到的驚喜。 」鄧志華表示，希望疫情早點過
去，事業上可以大展拳腳。

同心俱樂部熱議愛國者治港及灣區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豔瓊 伍敬斌 朱輝豪報道：
18 日，同心俱樂部在深圳舉辦 「全國兩會精神交流座
談會」，近 40 位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和同心
俱樂部成員出席。座談會上，嘉賓們就愛國者治港、
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深港合作進行了深入探討。全國政
協委員、深圳市政協原主席戴北方出席了本次座談
會。

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在談到愛國者治港時，全國政協委員、祥祺控股集
團董事長、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表示，愛國者治港
是《基本法》精神的體現，其實這本來是一件天經地
義的事，但是卻沒能很好地實現。政府對於不同的意
見可以接受，但在議會裏逢中必反是絕對不能接受
的。所以，中央對於香港選舉的完善很有必要。什麼

樣的人可以參加對香港的管理？肯定是擁護政府的、
擁護國家的，特別是愛國的，天經地義，全世界都一
樣。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香港永安國際投資
公司董事長、同心俱樂部監事會副主席周春玲表示，
愛國者治港是讓香港回到正常發展軌道的方法，同心
俱樂部要更好地宣傳中央精神，並推動制度的落地和
完善。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簡松年亦認
為，愛國者治港一定要落實，不喊口號是沒有用的。
目前國家並沒有說如何落實愛國者治港，在座的代表
和委員們應當多思考，給政府更多建議。

深港合作永不止息
座談會上，有媒體問道，深圳是否能為香港解決住

房問題提供助力？
對此，戴北方表示，第一，深港合作是永恆的課
題；第二，香港的地位，深圳是取代不了的；第三，
要解決香港的住房問題、就業問題，還是要依靠香港
政府。深圳的發展，包括大灣區的規劃，也包括建設
先行示範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堅持一國兩制，確
保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接下來深圳可在深港合作
這個方面多做一些文章，目前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支
持力度仍然很大。而深港合作有兩個很重要的平台，
一個是河套，一個是前海，接下來深圳可能在這方面
利用現有優勢加強這兩個平台。
戴北方說： 「香港繁榮穩定，深圳有義不容辭的責
任。這項工作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是高度重視，我們
可以從今年政府的工作報告、市委的決議裏面看到。
所以兩會以後，這項工作會繼續加大力度。」

總部企業稅收貢獻深圳第一

福田力建 「灣區總部之都」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市福
田區了解到，2020 年福田區深圳市總部企業淨增加 21
家，佔深圳全市新增比例四成以上，在全市各區遙遙
領先。2020 年福田轄區內市級總部企業共 79 家，佔全
市總部企業約 1/3；福田區市級總部企業稅收貢獻在
全市總部企業中佔比接近一半，穩居深圳全市第一。
總部企業充分發揮了 「增長加速器」 「風險穩定器」
作用，持續激發經濟活力，福田區 「灣區總部之都」
品牌進一步凸顯。

同比增長 4.2%，高於地區生產總值增速 0.6 個百分
點，佔地區生產總值 47%，同比提高 4.7 個百分點。
福田全新出台《福田區支持總部經濟發展若干政
策》，全力支持總部企業做強做大，不斷提升中心城
區總部經濟集聚效應。從用地遴選、產業空間、人才
獎勵、住房保障、高端人才教育醫療等方面予以支
持，堅持含金量更高、成色更足、持續性更強，支持
鼓勵福田區總部企業在新階段不斷刷新奇跡。
福田優化布局六大 CBD+環 CBD 總部產業基地，全
年新推出 10 塊總部企業用地和重點產業用地，整備超
惠策含金量更高成色更足
過 100 萬平方米的高端產業空間，政企協同共建國際
據介紹，總部企業為福田區 GDP 貢獻將近一半。數
專業服務中心、國際財富管理中心等 4 棟高端服務業
據顯示，2020 年總部企業實現增加值 2235.61 億元，
樓宇和總部樓宇。總部基地串珠成鏈、總部經濟集群
發展，致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極、增長
軸，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核心經濟引擎。
福田同時打造立體化服務體系，搭建企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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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尊嚴感。
改革潮湧，奮楫者先。 「十四五」時期，福田區將
規劃布局超過 20 平方公里的 「總部經濟圈」，為全球
總部企業匯集更多智力、資本、信息等高端資源，推
動總部企業價值鏈與中心城區資源稟賦實現最佳耦
合，為福田區總部企業再添騰飛之翼。

2021 廣交會續在線舉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報道：記者從廣交會獲
悉，第 129 屆廣交會（又稱春交會）將於 4 月 15 日至 24
日在網上舉辦，展期 10 天。這是自疫情發生以來，廣交
會第三次在線舉辦。廣交會官方表示，前兩次網上辦
展均吸引超 200 個國家和地區的採購商在線參與。
據介紹，本屆廣交會展覽布局與上屆基本保持一
致，出口展按 16 大類商品設 50 個展區，進口展設 6 大
題材，所有展區自開幕之日起同時上線。本屆廣交會
專設 「
鄉村振興」專區助脫貧地區開拓國際市場。
在總結前兩屆在線辦展經驗基礎上，本屆廣交會將
進一步優化平台功能，提升用戶體驗，便利展客商成
交。本屆廣交會還將繼續免收企業參展費用，也不向
參與同步活動的跨境電商平台收取任何費用。
另悉，廣交會展館四期項目建成後，廣交會展館總
建築面積將增加 40%，新增展位 5000 個，預計於 2022
年秋季廣交會投入使用。

第 26 屆中山古鎮
燈博會啟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18 日，第 26 屆中
國國際燈飾博覽會（中山古鎮）在廣東中山燈都古鎮
會議展覽中心啟幕。本屆展會以燈都古鎮會議展覽中
心為主會場，攜鎮內利和、華藝、星光、時代、路燈
城鎮內燈具賣場，共 2500 家燈飾照明企業參加，旨在
打造全產業鏈精準對接、一站式高性價比的超 150 萬
平方米燈飾照明採購航母。
古鎮燈博會重磅推出的 「全球買家採購行在線展」
也正式開啟。在線展會一方面立足於強大的線下品牌
展，另一方面依託於展網融合型 B2B 網站 「燈飾在
線」，匯聚 3000 多家在線展商，助力源產地品牌與境
外客戶的交流合作。

廣州國際醫藥港
競得荔灣區港灣地塊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報道：記者 18 日從廣東
省中醫藥局獲悉，位於廣州市荔灣區東沙大道以東、
環城高速以北的醫藥港港灣 AF060721 地塊日前正式出
讓，由廣東省廣州國際醫藥港成功競得。
據悉，廣州國際醫藥港是廣東省 「建設中醫藥強
省」重點項目和廣州市重點項目，由立白集團控股主
導建設，總建築面積約 200 萬平方米，總投資超 300 億
元。項目整體規劃了國際醫藥展貿中心（健康方
舟）、國際大健康產業總部集聚區、中醫藥創新谷、
智慧健康生活區四大板塊。2021 年，廣州國際醫藥港
即將投入運營，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醫藥高地提供
平台支撐。

今年投資總額達 3278 億元

穗每萬人擁有
11.1 名律師

記者了解到，福田區近日召開了 2021 年重大項目總
指揮部第一次會議，會議研究並審議通過了《福田區
2021 年重大項目計劃》，確定 209 項市區重大項目，
投資總額 3278 億元，年度投資 330 億元。今年，福田
區教育、醫療等民生類型項目均大幅增長，以持續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據介紹，福田區確定 209 項市區重大項目，同比增
長 18.0%，為福田區的 「十四五」和新三十年起好
步、開好局積蓄磅礴力量。2021 年重大項目計劃中，
教育、醫療等民生類型的項目分別增長 69%和 25%，
投資額分別增長 70.3%、45.6%，着力補短板、
優生態、惠民生，持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獲
得感，中心城區環境質量將再上新台階。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報道：記者從廣州市律
協近日發布的 2020 年廣州律師行業大數據報告中獲
悉，截至 2020 年，廣州擁有律師事務所共計 814 家，
律師數量突破 1.79 萬人，相當於每萬人擁有 11.1 名律
師，居全國前列。數據顯示，2020 年，廣州全市代理
的各類法律業務數總量超過 43 萬件，業務收費 83 億
元，較上年增長 8.5%。
近年來，廣州律師行業不斷深化粵港澳業務合作，
在專業化、規模化、國際化、品牌化上不斷進步，逐
步由傳統訴訟業務向知識產權、金融證券、併購重
組、跨境訴訟業務等方面延伸，法律服務基本覆蓋經
濟社會各個領域，為廣州營商環境的改善奠定了堅實
的法治基礎。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优先股赎回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发行第一期优
先股 2,250 万股（以下简称“晨鸣优 01”、优先股代码“140003”）。根据《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有权自首个计息起始日起（分期发行的，自每期首个计息日起）期
满 5 年之日起，于每年的该期优先股股息支付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该期优先股。
2021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第一期优
先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全部赎回“晨鸣优 01”事项，赎回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100 元 / 股）
加当期已决议支付但尚未支付的股息（4.36 元 / 股，含税），赎回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7 日。
2021 年 3 月 17 日，公司已向 2021 年 3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晨鸣优 01”股东足额支付赎回款共计人
民币 23.481 亿元，全部赎回公司已发行的 2,250 万股第一期优先股。
2021 年 3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赎回结果报表》，公司“晨鸣优 01”
赎回及摘牌已经完成。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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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055），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天然气」）发行完成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0晋天然
气SCP002）。该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票面利率为
3.00%，到期兑付日为2021年3月19日。
山西天然气按期兑付了本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508,630,136.99元。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19日

防範私募風險平台上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報道： 「廣州市促進私
募投資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暨私募監管新規解讀培訓
活動」昨日在廣州舉行，會上推出了內地首個私募投
資基金行業 「促發展+防風險」功能於一體的數碼化
在線綜合服務平台——廣州私募基金 「瞭望塔」平台
系統。廣州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長徐秀彬表
示，廣州將繼續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進一步增強公共
服務功能，優化私募基金等創投行業扶持政策，實現
私募基金行業促發展與防風險並重，全面提升廣州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