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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曉磊報道：黑龍江省政協十
二屆五次會議昨日開幕。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
協常委、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會長、安德資本
主席魏明德 「雲」履職，冀作為老工業基地的黑龍江
與粵港澳大灣區強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建設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

魏明德建議，由政府牽頭，與大學院校共同成立產
業投資集團。產業投資集團挑選大學的科研成果，並
對其進行估值、投資、孵化、輔導，讓大學教授、科
研人員也以知識產權與科研成果出資，成為股東，提
升市場化的動力，修補科技成果轉化的短板。同時要
以需求帶動供應，合作成立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和
產業集團等的合作平台，引進企業為戰略合作夥伴，
以市場為導向，讓企業 「下訂單」，縮短新技術從研
究到應用的過程。加上在人才的聯合培養下，相信黑
龍江高校、研究院與大灣區可以強強聯手，共同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建設，達到共贏。
魏明德還建議，黑龍江與大灣區強強聯動後要走向

國際，因為創新和科技發展絕對不是與世界脫鉤，也
從來不是關起門來發展，未來和國際間的合作只會多
不會少。同時，建議利用香港的國際平台，幫助黑龍
江促成更多的國際間合作，並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場優
勢，幫助黑龍江初創企業解決融資難題。

【香港商報訊】據商務部官網昨日消息，近日美國務
院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等3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我們注意到，美國務院
以所謂 「參與導彈技術擴散活動」為由，對3家中國企
業和下屬研究機構實施制裁。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
反對。

中方一貫嚴格履行防擴散國際義務。美方沒有任何事
實依據，以 「莫須有」的理由，肆意打壓制裁中國企
業，嚴重損害雙方企業的利益，破壞正常的國際經貿秩
序，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不利於世界經濟
恢復和發展。

美方應立即糾正錯誤做法。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
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美暫停中國航司44趟航班
【又訊】當地時間1月21日，美國交通部宣布暫停4

家中國航空公司44個從美國起飛的赴華航班。中國駐
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當天回應說，美方此舉 「非常
不合理」，並說： 「我們敦促美方停止干擾和限制中國
航空公司的正常客運航班。」

美國交通部聲稱，停飛令將於1月30日生效，直到3
月29日，其間廈門航空、中國國際航空、中國南方航
空和中國東方航空的赴華航班將被取消。

劉鵬宇表示，國際客運航班進入中國的政策， 「以公
平、公開、透明的方式同等適用於中外航空公司」。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日前，深圳市政
府舉行新聞發布會透露，深圳獲批開展全國基礎設施
高質量發展試點，全力打造 「四型城市」，即基礎設
施高質量發展的樞紐經濟示範城市、區域一體化通道
型城市、可持續應對變化的韌性城市以及數字化、網
絡化、智能化創新型城市。

記者從發布會上了解到，深圳將圍繞着四 「跨」展
開試點方案，分別是跨界引領發展、跨區域一體發
展、跨領域協調發展、跨前沿技術融合發展，將重點
推進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平台建設。

【香港商報訊】記者冀文嫻報道：隨着冬奧氛圍
日漸濃厚，冬奧會吉祥物 「冰墩墩」和冬殘奧會吉
祥物 「雪容融」的形象深入人心。

「雪容融」由吉林藝術學院主創團隊設計，燈籠
外形既渲染了節日氣氛，其發光屬性又寓意點亮夢

想、溫暖世界，代表着友愛、勇氣和堅強，體現了冬
殘奧運動員的拚搏精神和激勵世界的冬殘奧會理念。

目前在吉林省內的很多文旅場所都能夠看到 「雪
容融」的身影，這個熱情洋溢的小可愛有着和吉林
人一樣的豪爽 「性格」——歡迎你來我家做客。

【香港商報訊】據深圳市龍崗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昨晚通告，龍崗區布吉街道和
吉華街道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區。昨日截至
20時，深圳沒有發現新增病例。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昨日在北京表
示，目前中國疫情形勢總體平穩，多起本土聚集性疫
情呈現向好態勢。

當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節日期間疫情防控工
作有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賀青華在發布會上作上
述表示。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在發布會上也指
出，當前，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明顯降低。但近期部分
地區接連有本土聚集性疫情報告，疫情擴散和外溢風
險仍然存在。

賀青華具體介紹說，天津奧密克戎疫情報告病例數
已經持續下降，1月21日首次出現了社會面的病例清
零，社區傳播風險基本控制。河南鄭州和許昌20日首
次出現零新增病例，陝西西安18日首次出現零新增病

例，疫情進入收尾階段。廣東珠海、中山疫情新增加
病例均來自集中隔離篩查，社區傳播風險逐步降低。
北京海淀近日新增加病例來自集中隔離篩查發現，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

「河南安陽新增病例數呈下降態勢，但仍需警惕社
區，特別是農村地區存在的隱匿傳播導致的潛在擴散
風險。」賀青華說，北京朝陽、房山、丰台、大興近
日報告的本土病例疫情處於發現早期，疫情源頭還在
排查過程中，多名感染者活動歸集比較複雜，涉及場
所人群密集，社區傳播和外溢的風險較高，需要加快
風險人群排查和管控。

西安料25日中高風險區清零
據國家衛健委網站消息，內地21日報告新增本土確

診病例23例，包括北京10例，其中豐台區6例、海淀
區 2 例、大興區、經濟開發區各 1 例；天津津南區 6
例；河南安陽市4例。另外，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6例，均在北京豐台區。
昨日，西安官方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如無特殊情

況，該市預計將於1月25日全部降為低風險地區，除
個別封控、管控點位外，其他區域都將恢復常態化防
控。

此外，1月22日0時至12時，廣東省珠海市新增1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目前該市累計確診病例33例，
無症狀感染者3例。初步流調判斷，新增病例與之前
病例屬於同一傳播鏈，鏈條清晰。

米鋒表示，春節臨近，人員開始返鄉，對於來自不
同風險區域的返鄉群眾，各地要分類、分區精準落實
防控措施，防止政策執行簡單化、一刀切，防止層層
加碼。

台灣新增82例本地病例
【又訊】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日公布，新增82

例本地病例，新增病例再創今年新高。

內地疫情總體平穩 深圳無新增

魏明德：冀聯動大灣區
共建國際科創中心

商務部堅決反對
美制裁三家中企

深圳圍繞四 「跨」
打造 「四型城市」

聯合國發行中國虎年郵票

當地時間21日，聯合國郵政管理局在紐約發行中
國農曆壬寅虎年特別版郵票版張，慶祝中國農曆新
年的到來。

【香港商報訊】冬奧會臨近，來自世
界各地的運動員及涉奧人員即將抵京。
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挑戰，冬奧閉環
管理運轉情況如何？冬奧疫情防控閉環
內外有哪些注意事項？

北京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日前接受記
者專訪時表示，1月4日啟動的北京冬奧
會賽時閉環管理試運行截至目前運轉良好，包括北
京在內的周邊城市民眾生活也沒有受到影響。

同時，冬奧賽時閉環管理和冬奧村試運行將於23
日正式開啟，冬奧村27日正式開村。從23日起，來
自各國（地區）的運動員將陸續入村。在閉環管理
試運行期間，預計將有近3000人來華開展工作。

從目前賽時閉環管理試運行情況來看，閉環防疫
體系運轉良好，經受住了幾個入境高峰的考驗。入
境通關順暢高效，住宿、餐飲和交通保障有力，閉
環內工作安全有序。

閉環內疫情防控，要爭取最大限度阻止疫情傳
入。國際奧委會奧運會部運行主任皮埃爾·杜克雷近

日在線上發布會上說，在涉奧人員啟程飛赴北京之
前，需要進行核酸檢測，而在抵京後也會第一時間
進行核酸檢測，由此可以最大限度阻止疫情傳入冬
奧閉環。而在閉環之內，人們都接種了疫苗，每天
接受核酸檢測並佩戴N95口罩。

閉環外疫情防控，要確保閉環閉得全、內外無接
觸。北京冬奧組委專職副主席、秘書長韓子榮在此
前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閉環內來華涉
奧人員和國內直接服務外方的工作人員需要每日進
行健康監測和核酸檢測，在閉環內酒店或冬奧村集
中住宿，只允許乘坐冬奧專用車輛往返指定閉環場
所，不得與閉環外人員以及社會面接觸。

北京冬奧村今起試運行
預計將有近3000人來華開展工作

冬殘奧會吉祥物「雪容融」吉林設計

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閉幕

王偉中當選廣東省長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盧偉報道：昨日，廣東

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選舉黃楚平為廣東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選舉王偉中為廣東省省長，選舉宋
福龍為廣東省監察委員會主任，黃寧生、葉貞琴、陳如
桂、張碩輔當選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大會閉幕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了新當選的廣東
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省長、省監察委主任、省
十三屆人大部分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向憲法宣誓儀式。

2022 年廣東省兩會承前啟後，備受各界關注。當
前，廣東省率先成為全國首個經濟規模破12萬億元的
省份，雖然連續33年位居全國第一，王偉中在省人大
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廣東仍面臨着關鍵核
心技術 「卡脖子」問題需要持續攻堅，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性和競爭力有待進一步提升的經濟發展局面。

為了破解關鍵核心技術 「卡脖子」問題，廣東把科
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的戰略支撐，深化科技體制改
革，構建全過程創新生態鏈，集中力量突破一批關鍵
核心技術，實施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十年 「卓粵」計
劃，將1/3以上的省級科技創新戰略專項資金投向基

礎研究，力爭在核心技術、高端裝備和關鍵零部件方
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為加快推進製造強省建設，廣東提出提升製造業核
心競爭力，切實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進
20個戰略性產業集群建設，健全 「鏈長制」，打造世
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此外，廣東還加快建設大型產
業集聚區，引進大項目、培育大產業，優先布局電子
信息、新能源、先進材料、生物醫藥與健康、高端裝
備製造等產業，並加快製造業數字化轉型，新推動
500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

與此同時，廣東仍擁有發展的優勢和底氣。在王偉
中看來，廣東處在內外循環交匯點，擁有完備的產業
體系、較強的創新實力和良好的營商環境，擁有1500
多萬市場主體、7000萬勞動者、1.27億常住人口共同

形成的市場紅利，擁有 「雙區」和橫琴、前海兩個合
作區建設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疊加利好。

廣東將抓住 「雙區」和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
重大機遇，扎實打造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通過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動廣東高質量
發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我選的10件大事

身份證號碼：（字母及頭4位數字）

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所屬商會：（非商會會員可不填寫）

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

參加方法：請將表格剪下填好後寄回香港九龍觀塘道

332號香港商報公關部，內地讀者可寄深圳深南大道

6008號印刷樓4樓香港商報辦事處行政部；或登入香

港商報網站www.hkcd.com進行網上投票、香港商報

APP及透過二維條碼以手機投票。

（請在方格內填上編號，可少選但不可選取多於10個）

新冠疫情踏入第二年 多種變種病毒肆虐

港人同心抗疫成效顯著
全年經濟增長達6.4%

美國國會山莊暴動拜登出任第46任總統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國安法實施第二年 香港由亂及治獲鞏固

港鐵屯馬線全線通車

中共成立100周年
習近平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港股近30年首加股票印花稅

東奧延後一年終舉辦 港隊連獲佳績

港府推電子消費券計劃兼推廣電子支付

美軍倉皇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重掌政權

「債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財通開通

中央公布《前海方案》《橫琴方案》

兩場重要選舉順利舉行 
落實「愛國者治港」

林鄭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令人矚目

中國載人航天取得新突破

中國確定「雙碳」目標和路線圖

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中共百年奮鬥

「時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動成功舉辦

通脹創紀錄 美股創新高

由香港商報聯同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國商會、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九龍總商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經貿商會、新界總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
會、香港客屬總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江蘇社團總
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排名不分先後）等本港各
大商會、社團，共同舉辦的「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
10件大事」評選活動，已正式展開。這次評選活動由萬
通保險獨家冠名贊助。

該項以香港商界關注焦點新聞舉行的評選活動，自

2006年起已連續多年成功舉辦，獲得各大商會、社團支
持，今年再接再厲，參與舉辦的商會、社團增至24家。有
關活動並獲得15家媒體支持，包括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
香港中國通訊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日報亞太分社、
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經濟導報、紫荊雜誌社、鏡
報、now新聞台、有線新聞台、橙新聞、《港真》雜誌、思
考香港（排名不分先後）。

今年繼續通過評選活動反映香港商界所思所想、政策關
注、心聲訴求，從而向政府和社會傳遞香港商界的交流與
溝通建立一個平台，令政府和社會各界更加關注商界的訴
求。評選活動雖然以香港商界關注的大事為評選內容，但
亦歡迎香港商報的廣大讀者積極參與投票，並且有獲大獎
的機會。具體參與辦法詳見以下說明。

2021

支持
媒體

(排名不分先後)

聯合舉辦（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經貿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新界總商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中國商會 九龍總商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

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總商會

冠名贊助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新界社團聯會

網站及APP 2022年2月6日(星期日) 截止投票。

頒獎典禮：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截止日期：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郵件以郵戳為準)；

揭曉日期：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在

香港商報及網站公布。屆時

將有專函及電郵通知得獎者

領獎詳情。

獎品：

二獎二名：各得名貴獎品價值15,000元

三獎三名：各得名貴獎品價值10,000元

優異獎十名：各得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現金券價值

1,000元

頭獎一名：萬希泉領航系列陀飛輪腕表(價值36,500元)

延慶冬奧村（冬殘奧村）日前舉行開村誓師大會。新華社

王偉中在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發言。

2022年1月2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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