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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香港特区
政府、广东省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将举行
有关规划纲要宣讲会，共同探讨发展所带
来的机遇。

伴随国家发展迈入新时代，改革开
放步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
澳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国务院港
澳办主任张晓明此前表示，粤港澳大湾
区中，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
城市”，定位各有分工，香港将主要巩固
和提升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
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动金融、商贸、
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
发展。

《规划纲要》的正式形成，关系到香
港特区的未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概念
自 2015 年正式提出，到被写入十九大报
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其发展和建设已
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推进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与港澳
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提升其

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经济研究员王
春新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把香港与珠三角
的合作带入新阶段，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与
支持下，大湾区深度融合会带来扩大开放、
极力创新等效应，并进一步促进经济要素
流通。“加上各地优势互补、已有发展成果，
大湾区不仅会建成世界最大湾区，亦会实
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级金融重镇、世
界级商务平台等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更关系到港人的长远福
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大
湾区建设既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也为
香港市民在改善生活方面提供更大空间。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粤
港澳大湾区未来将以持续改善民生为重
点，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
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从微观层面、从
市民生活便利性、舒适度出发，提出“接地
气”的改善措施，让大湾区民众未来可以
享有一流的优质生活。

《规划纲要》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实现的新时代城市群发展计划。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
向东表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值得
期待的是如何使其更好地成为中国继续
扩大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未来香港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建设中发挥最大
作用提供了强有力保障。“香港参与大湾
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会影响‘一
国两制’的贯彻落实，不会弱化香港本身
的制度。”林郑月娥说。

有港媒评论指出，香港坐拥“一国两
制”优势，不是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就能尽
享其利，恰恰相反，只有冲出香港、融入大
湾区、融入全国，香港在制度上的优势才
能全面且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孤芳自
赏，出路是有限的，只有投身到建设祖国
的广阔天地中去，香港在法律、金融、营
商、人才、管理和对外联系上的优势才会
充分凸显，成为大受欢迎、人人欲求的

“金猪”。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香港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因为台湾人与东南沿海人的生活习
惯一样，煲汤常常离不开枸杞。”在大学
里学商科的台胞张大忠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会与这种保健食材打上交
道，而且会来到西北宁夏。

说起来话长，53 岁的张大忠 2005
年便来大陆打拼，先是在广东东莞管理
一家电子配件加工厂，为制造 LED 显
示器的台湾公司供货。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工厂 2013 年关停。回到台湾的
张大忠没有消沉：“人们生活始终离不
开农副产品，这个行业发展更具可持续
性！”张大忠毅然决定转行。路在何
方？大陆西北地区是枸杞主产区，日照
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且气候干燥，枸杞
品质高、虫害少。据张大忠介绍，台湾
市场对枸杞需求量很大，每年约有数
千吨。

宁夏枸杞甲天下，首选宁夏没商
量。张大忠只身一人闯“杞乡”，加入台

资企业宁夏顺元堂汉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后，凭着多年在大陆经营管理工厂的
经验和敢闯敢拼的劲头，他被委派到宁
夏中宁工作。5 年过去，张大忠不仅适
应了当地气候，还能在菜市场用方言讨
价还价。从“外行”到“行家”，张大忠
对枸杞加工流程很快烂熟于心：过筛、
分级、色选、拣选、装箱……他还参与
了新厂区规划建设。“现在我们一天可加
工8吨枸杞，产品大部分销往台湾。”

“如今，真是应了那句话——宁夏枸
杞畅销台湾不是梦！”张大忠告诉记者：
顺元堂公司与周边十几家专业合作社建
立了合作关系，按照公司低农残标准种
植 枸 杞 ， 收 购 价 至 少 比 普 通 产 品 高
10%。这还不算，工厂还为当地群众提
供了近百个就业岗位。“不少员工已在厂
里工作六七年了。”张大忠说。

现在，顺元堂通过开发新产品拓展
市场。去年，公司与本地农民签订收购

合同，试种了约4000亩菊花和1000多
亩南瓜，生产的优质干菊和南瓜子已进
入台湾及国际市场。企业能发展壮大，
除了依靠产品口碑，也离不开政府优惠
政策，包括土地资金返还、出口退税、
产品运费补贴、项目补贴等。大陆营商
环境越来越好，尤其是政府部门推动

“放管服”改革后，西北内陆小城市出口
商品的检验检疫流程大幅缩短。现在顺
元堂大约有90%的产品都是在中宁检验
合格后直接出口

谈及台胞“登陆”发展大潮，张大
忠很是感慨：大陆市场广阔、创业环境
好，为台胞施展才能提供了大舞台。“随
着消费者需求日趋多元化，目前顺元堂
出口农副产品已达 28 种，年出口金额
2500万美元，已成为宁夏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张大忠表示，将宁夏枸杞
热销台湾仅仅是起步，他还想把枸杞这
一火红的事业做到东南亚和欧美市场。

一位台胞的“枸杞情结”
本报记者 许 凌

在近日举办的 2019 大
陆台商春节联谊会上，蔡英
文抛出返台投资利好，呼吁
台商将生产基地迁回台湾，
将“台商制造”变为“台湾制
造”。不过，对于这一喊话，
台商反应冷淡。

自去年以来，民进党当
局频频喊话台商加大在台湾
投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
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据台
湾有关部门预计，2018年台
湾 GDP 增速 2.66%，低于上
年的 2.83%，仍未能摆脱低
水平经济增长格局。为应对
不利的经济形势，民进党当
局制定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
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今年
1 月份开始实施的“欢迎台
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希望
以此扩大民间投资，为台湾
经济注入新活力。

虽然这些举措短期看
有利于吸引台资回流，但从
长期来看，把生产基地搬回
台 湾 并 不 利 于 企 业 长 远
发展。

首先，台湾投资环境有
待改善，民进党两岸政策不
稳定使企业缺乏信心。台湾
的经济措施大多是短期行
为，但企业投资是要看长远效益的。如此，企业投资的信
心就会产生动摇。台湾经济发展减速从表面看是投资意
愿不足，深层原因在于两岸关系制约其全球化运作。两
岸关系搞不好，会使大陆资金在台湾落地有限，其结果是
陆资连接的产业链、商业人脉关系无法在台湾落地，导致
外资对台湾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机会减少，工
资增长乏力，岛内消费不振，造成经济连年下滑。据统
计，台湾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估将下降至2.34%。

第二，大陆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目前，大陆惠台政
策逐步推进，便利台商经营。目前，以“同等待遇”为特征
的“31条惠台措施”对台企的助力效应已初步显现。数据
显示，在“31条措施”惠台政策激励下，台商对大陆月平均
投资额提升至此前的3倍多。一批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
大的台资新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很多大陆台资企业纷纷增
资扩产。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前8个月，大陆共批准
台资投资项目3265个，同比增长了29.6%。预计今年会有
更多措施，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更好。

总之，台湾欲“拼经济”，必先改善两岸关系。民进党
当局应积极回应台商呼吁，维系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两
岸关系，而不是限制台商发展，试图切断两岸经济方面的
交流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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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喻剑从腾讯金融科技了解到：香港同
胞北上内地游玩已成新风潮。2019年春节期间，港人回
乡探亲或走访友人，带上一部手机到内地就可畅享移动
支付的便利。相关统计显示，2019年1月28日至2月10
日，香港用户到内地消费热情高涨，通过微信香港钱包交
易笔数达到平时的2倍多。

据了解，2016年春节腾讯就将第一代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利是”带到香港，为当地用户带来了创新
的移动支付体验。2016年8月份，腾讯获得香港金管局
颁发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在香港的移动支付业务稳
步拓展。自此，微信香港钱包携手合作伙伴，拓展更多移
动支付场景。2018年，腾讯陆续与新鸿基地产、新世界
集团、周大福珠宝集团达成合作，通过微信香港钱包为用
户打造智慧生活。2018年9月份，在中国人民银行及香
港金融管理局支持下，微信香港钱包成为首家支持香港
用户在内地使用的香港电子钱包。微信香港钱包目前已
支持在内地近百万商户使用，全面覆盖衣食住行各领域。

2019年新春，微信香港钱包为香港用户开发香港年
俗特色“利是”封面——除夕至大年初三，用户在拆微信

“利是”时，能看到具有香港年俗特色的“利是”封面惊喜，
包括团年饭、庙会、烟花、赛马等，收获满满祝福。据统
计，今年1月28日至2月10日，微信香港钱包收发红包
近100万个。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陈起儒介绍，目前微信香港钱
包交易量较2017年已有超过10倍的增长。“金融科技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移动支付是金融科
技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大湾区内普及移动支付是建设世
界级金融科技湾区的第一步，通过微信香港钱包、We
Remit等产品的落地，未来腾讯将继续开放自身支付平
台的积累、能力及技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发展，给
大湾区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活便利。”

据悉，未来香港用户在香港还将可以使用微信乘车
码搭乘地铁。

春节到内地消费成新风潮

香港民众移动支付交易量大增

春节到香港“打卡”

图① 在香港会展中心，游客观看艺人表演。

图② 在香港街头，游客兴致勃勃地玩起自拍。

图③ 红红火火的灯笼凸显过年气氛。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今年春节是高铁和大桥开通后的首个黄金周假期，得益于港

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港澳游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带动了

不少游客的出行意愿。在香港，随处可见“拖家带口”游玩的内地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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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市场对枸杞需求量很大，每年约有数千吨。台商张大忠看

准了这一商机，只身一人闯“杞乡”，凭着敢闯敢拼的劲头，让宁夏

枸杞畅销台湾。张大忠的成功，离不开大陆为台商提供的优越营商环

境，土地资金返还、出口退税、出品运费补贴、项目补贴等多方面的

支持让张大忠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开拓市场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胡瑶） 据澳门特区政府旅
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因素，春
节假期七天（农历除夕至大年初六）澳门入境旅客超过
121万人次，按年同比上升26.6％。

其中，5日（大年初一）入境旅客同比增幅最高，逾14
万人次，同比上升31.6％。7日（大年初三）入境旅客人
次最多，逾22万人次，同比上升22.6％。

数据还显示，春节假期期间入境澳门的内地旅客近
90万人次，同比上升25.6％。内地旅客入境澳门的高峰
也是大年初三，逾17万人次。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在春节“黄金周”期间首次利用
大数据预测客流，监察景区及人流密集的地点，并与澳门
治安警察局合作，以发送区域短信的方式分流景点游客，
提醒游客暂时避免前往人流高峰地段游览。

受益港珠澳大桥开通等因素

澳门春节入境旅客超12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