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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故宮博
物院與浙江省博物

館的雙授權，中金國禮公司出品的《富
春山居圖》藝術黃金合璧典藏版 17 日
在深圳全球首發並展出。

據悉，中金國禮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和浙江省博物館雙授權下，分別按照原
著1：1比例及1：9比例打造出曠世奇
絕的《富春山居圖》藝術黃金合璧典藏
版作品。其中 1：1 比例作品，以 100
多公斤黃金打造，被上海大世界健力士
總部核准為 「世界上最重的純金工藝品
。」 【圖文：本報記者王一梅】

【本報記者黎冬梅
深圳十七日電】深圳的
專家表示，深莞惠合作
現在還需要建立一個深
莞惠與香港緊密合作的
制度平台。過去 30 多
年，香港是珠三角崛起
的發動機，未來的珠江
東岸城市圈，香港仍然
是當仁不讓的龍頭和推
動力量。

深圳市長許勤也認
為深莞惠一體化離不開
香港因素。他說，香港
作為國際性金融、航運
、貿易、信息中心，具
有許多深莞惠不具有的
優勢。尤其是香港完善
的市場體制、成熟的國
際管理經驗、開闊的國
際視野，對於加快深莞
惠一體化、提升區域競
爭力具有重大意義，應
推進深莞惠與香港的創
新合作，共同打造具有
世界級競爭力的都市圈
和惠及珠江東岸人民的
「優質生活圈」。

深莞惠一體化提速深莞惠一體化提速
地鐵通三地 經濟總量超港

深圳地鐵直達東莞、惠州；東莞、惠州買房，深圳上班；
企業總部在深圳、工廠設在東莞；醫療結果互認、社保無障礙
轉移；打電話不加城市區號；惠州安全蔬菜直供深圳、東莞
……。這些經濟互融、生活同城的現象在深莞惠三個城市已經
或正在成為現實。16日在惠州召開的第六次深莞惠黨政聯席會
議上，三地再次簽署四項協議加快一體化進程。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十七日電】

第六次深莞惠黨政聯席會議是三
地最高級別的領導層會議，當日簽署
的四項協議包括交通運輸、區域創新
體系、農產品質量安全以及文化聯動
合作。未來在基礎設施、產業布局、
醫療衛生、食品安全、警務等各領域
也將進一步深化合作。《深莞惠區域
協調發展總體規劃》計劃於年底前發
布。

據悉，深莞惠三個城市近期要重
點推進九項工作，包括共同推廣新能
源企業，共同開展深圳地鐵延至惠州
前期研究工作，協調解決中石油深圳
LNG 應急調峰站項目建設、建立跨
界河流防洪、治污聯防聯治機制等。
三市的合作，也催生如坪山─惠陽
（秀山）經濟合作區、環大亞灣濱海
旅遊經濟區等新的地理概念。

公共服務無縫對接
交通的無縫對接，在深莞惠三市

的合作中佔據重要位置。目前三地間
有多條高速公路和城軌均在建或積極
推進中，三市間所有斷頭路打通、開
通多條跨市公交，三市間的 「一小時
生活圈」正向「半小時生活圈」邁進。

16 日簽訂的有關交通運輸一體
化補充協議，深莞惠三市將深化邊界
路網對接並加快跨市公交的發展，邊
界收費站全部撤銷。據悉，《深莞惠
交通運輸一體化規劃》等專項規劃已
完成初稿。

三市城際軌道交通規劃備受關注
，按照聯席會議上的協議，三市成立
協調小組，研究深圳地鐵延至惠州和
東莞。

交通障礙的消融，使得三城生活

的一體化事實已經形成。而公共服務
的對接又將構建更美好的生活網。

據介紹，為了便利三地居民，三
個城市正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共享互通
。實現醫療服務食品行業、公共場所
從業人員健康證明和衛生培訓合格證
明等互認。養老保險實現無障礙轉移
，醫保異地結算全面實現等。今年，三
個城市之間打電話不用再撥區域號。

經濟總量將達2萬億
深莞惠在能源、產業、環保等方

面的工作也進行得如火如荼。三地將
加快推進嶺澳核電二期2號機組等大
型電源項目建成投產，西氣東輸二線
工程順利推進，東江水源二期工程完
工，三市邊界地區飲用水源共聯共享
與互備應急機制初步建立。同時三市
正在積極推動產業優勢互補，提升區
域競爭力，在跨境界河治理等環保領
域也正展開積極合作。

自 2009 年珠三角規劃綱要出台
後，位於珠江東岸的深圳、東莞、惠
州三市合作動作不斷，深入推進各領
域多層次的區域合作，簽署了各類合
作協議 49 項，共同突進了 38 項各類
重點項目。

深莞惠三個城市合作的不斷升溫
，產生巨大的經濟能量。據統計，
2011 年經濟總量為 1.78 萬億（人民
幣），超過了香港，佔廣東省經濟總
量的 33%，今年預計經濟總量將達 2
萬億，相當於中部一個省的經濟總量
，一個 「超級城市體」正在漸露雛形
。城市融合也大大釋放了三市之間因
為行政區域分割而壓抑已久的民間一
體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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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重提路邊停車收費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七日電】今年2月，深圳機動

車輛突破200萬輛大關。為緩解停車難和交通擁堵情況，深
圳市日前祭出新招，將對路邊停車分路段和時段進行行政收
費，費用用於發展公共交通。根據新規，路邊停車收費將高
於停車場收費，且因應是否為交通擁擠區而收費有異，同一
泊車位停泊超過 24 個小時按 3 倍收費且面臨拖車處罰。該
規定已進入公示階段，實施後深圳劃定的1.7萬個路邊停車
位將告別 「免費時代」。

據悉，深圳此前曾經實施過 「路邊咪表收費」，但以失
敗告終。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七日電】海峽兩
岸品牌設計營商展今天在深圳設計之都創意產
業園舉行，來自內地與台灣的設計機構攜帶三
百餘件工業設計精品集中亮相。

作為文博會分會場之一的深圳設計之都創
意產業園，歷年來都與不同的主題國或地區進
行工業設計交流，今年是台灣地區。

開幕現場所見，創意產業園內展櫃上擺放
了各類海峽兩岸創新設計獲獎作品、專利產品
，包括獲得德國iF工業設計獎的全球首款鐘盤

旋轉式世界時區鬧鐘、電子腕表造型的止鼾器
和助眠器、別致的鋁合金蝴蝶造型的書架、巧
克力寵物床墊、號角揚聲器等。

曾獲得九十座國際大獎的華人設計師、台
灣奇想創造的CEO謝榮雅透露，近年來自己亦
有與大陸方面的企業進行合作，未來將繼續開
拓大陸市場，希望通過合作，優勢互補，更好
地將注入中華民族文化的工業設計產品推向國
際。

主辦方表示，此次活動將推動台灣與深圳
政府間深入合作的同時，也將加快建立兩岸產
業資源整合、市場化對接的通道，尤其是文化
創意產業間的合作。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十七日電】以深圳為
龍頭的深莞惠如今加速一體化融合，三城山水相
連、歷史同源和產業共生的特點，使他們存在巨
大的合作空間。前些年的深港模式正在深圳與東
莞、惠州之間上演。

最明顯的是早年香港與深圳 「前店後廠」的
模式，如今在深圳和東莞、惠州顯現。以手機為
例，在深圳和東莞聚集着數萬手機產銷從業人員
，東莞生產深圳營銷，事實上形成了 「前店後廠
」的格局；一些深圳企業把總部和研發基地保留
在深圳，工廠卻遷移到東莞和惠州等地，深圳華
為、比亞迪等知名公司分別在東莞、惠州投資建
立生產研發基地。深圳機械、鐘表等行業協會牽
頭，在東莞惠州設立多個產業轉移園，加強服務
業領域合作，推動金融、會展
、旅遊等現代服務業向東莞、
惠州輻射服務。深圳每年向莞
惠轉移產值400至500億元。

前些年，香港與深圳房價
的差距令一些港人選擇在深圳
居住、香港上班，現在，這種
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在深圳與東

莞、惠州出現。深圳的房價是東莞和惠州的數倍
，隨着三地交通的一體化，特別是未來深圳地鐵
有望直通東莞和惠州，大批的深圳人開始前往東
莞和惠州買房，一方面是投資，另一方面是未來
考慮東莞和惠州居住，在深圳上班。

近兩年，東莞和惠州很多片區都留下了深圳
客的身影，特別是惠州大亞灣和惠陽淡水的多個
樓盤，深圳購房客的比例已經高達八九成。惠州
樓盤在深圳推銷打的名號索性抹去惠州字樣，廣
告宣傳上直接標註深圳東。

惠州在深莞惠合作中受益最大，據惠州市委
書記黃業斌介紹，今年 「五一」小長假，惠州接
待遊客 180 萬人次，其中七成以上來自深莞兩
市。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七日電】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
（以下簡稱 「深圳文交所」）今日召開聲勢浩大的新聞發布
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交所負責人以及國家主管文化的相關
部門領導均齊聚深圳。此次深圳文交所發布了該所的 「新戰
略、新業務、新系統」，這意味着深圳文交所的整頓已獲監
管部門首肯。據悉，該所今後將主要發展中央文化產權指定
進場業務、文化企業上市孵化及股權交易業務、版權創新交
易業務、藝術品銀行業務、專門針對文博會優質文化產業項
目的投融資配套服務。

據介紹，深圳文交所被中宣部指定為 「國有文化產權進
場業務的平台」為國有文化產權轉讓、增資擴股、改制、股
權質押、融資及各類國有文化產權交易等提供評估、登記、
託管、保管、信息發布、交易競價、結算和交易鑒證等專業
服務。

同時，深圳文交所將重點打造國內首家文化企業上市服
務中心及文化企業股權交易平台，協助各級政府做好文化企
業改制及上市的配套服務工作，提供存量轉讓、增資擴股、
私募引進、評估、評級、質押融資、債券發行、融資租賃等
專業服務，發揮文交所產權市場信息集聚和融資對接功能，
使之成為文化企業改制、重組、併購及上市的孵化器，是專
為內地非上市非公眾文化企業提供股權融資服務的專業子平
台。

此外，版權創新交易業務、藝術品銀行業務、專門針對
文博會優質文化產業項目的投融資配套服務也將是深圳文交
所重點開拓的業務。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七日電】為期四天的第八屆中國（深
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18日開幕，來自全國31個省市和港
澳台地區共1928個政府組團、企業和機構參展，再次實現政府組
團 「滿堂紅」。主辦方表示，本屆展會突出文化與科技、金融等其
他產業的融合創新，旨在推動中華文化 「走出去」。據透露，受歐
洲經濟情況不佳影響，今屆歐美採購商會有所減少，但主辦方有意
識地增強了海外招商的針對性，已有95個國家和地區的1.5萬名海
外採購商應邀參會，預計本屆展會總成交額將突破1400億元，較
上屆提升12.3%。

作為中國文化產業領域規格最高、規模最大且最具實效和影響
力的展會，文博會已成為中國文化尤其是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縮影
。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表示，歷屆文博會從展會內涵到成交額，從
龍頭文化企業參展率到出口成交額等各個方面都有顯著提升。而與
往屆相比，本屆文博會將進一步突出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擴大
交易融資的規模，進一步引領產業向高端發展。

吳以環表示，為提高國際化程度，本屆文博會有意識地增強了
海外招商的針對性，有效克服了歐洲經濟情況不佳帶來的不利因素
，已經超額完成15000名海外採購商的邀請任務。與此同時，來自
港澳台地區、日韓、東南亞地區以及美加地區的參會企業、機構及
個人顯著增多，此外還增強了對外向型出口企業的組織力度，如工
藝美術類的天雅軒、大觀園、石居坊、德寶軒等出口量較大的企業
，都將亮相本屆文博會。

據介紹，本屆文博會主會場設在深圳會展中心，設有七大專業
展館，分別是文化產業綜合館、創意設計館、影視動漫遊戲館、非
物質文化遺產館、美術館、新聞出版館及工藝美術館。

值得關注的是，針對往屆 「一位難求」的情況，本屆展會的新
聞出版館的面積擴容一倍，由原來7500平方米增至15000平方米，
內容上突出了版權交易，增設了中國新聞出版行業上市公司展區、
版權交易區等區域。

吳以環表示，本屆文博會強調 「文化＋科技」， 「文化＋創意
」、 「文化＋旅遊」、 「文化＋金融」、 「文化＋休閒」等新業態
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文博會的質量和內涵以及培育特色交易平台，
更突出版權交易、創意設計、非物質文化遺產市場化開拓等亮點，
推動中華文化 「走出去」。

深圳文交所重整
重點發展五大業務

▲第十屆海交會5月18日在福州舉行，當地高校志願者
近日在接受禮儀等專題培訓 中新社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1.5萬海外客商雲集文博會

台灣設計拓大陸商機

◀來自兩岸的三百餘件工業設計精品集中
亮相 黃仰鵬攝

▲本屆文博會的新聞出版館面積擴容一倍 黃仰鵬攝

黃金打造《富春山居圖》黃金打造《富春山居圖》

▶惠州在深圳做的樓盤
廣告， 「深圳東岸」 的
字樣非常醒目

黎冬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