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辦
的 「2013年三八婦女節粵曲欣
賞會」日前在該會禮堂精彩上
演，吸引了逾千嘉賓街坊前來
觀賞。理事長蘇仲平、大會主
席盧秀雲，連同主禮嘉賓中聯
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油尖旺區
議會副主席高寶齡，油尖旺民
政事務署理專員趙頌恩，油尖

旺區議員關秀玲，教育局油尖
旺區總學校發展主任凌蘇嘉蘭
，廉政公署西九龍總廉政教育
主任葛嘉明，旺角區警民關係
主任馬綺玲總督察等共同主持
剪綵儀式，為粵曲欣賞會揭開
序幕。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
蘇仲平致辭表示，二十一世紀
的今天，女性的地位不斷提升

，不論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
域上，婦女都是不容忽視的寶
貴資源，許多大企業，或是政
府高官和國家元首，都出現了
不少出色的女強人，如德國總
理默克爾、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及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等，都
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傑。並勉
勵各界婦女應積極開拓人生，
開創自己的新天地，跟隨時代
的步伐與時並進，學習和女性
互動互補，共建和諧生活。

王小靈、梁美芬、高寶齡

先後致辭。他們均表示，非常
高興能夠參與是次盛會，尖沙
咀街坊福利會一直以來致力團
結社區，默默為社區提供服務
，積極宣揚關愛社會的信息，
成績有目共睹。並鼓勵婦女投
身社會，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做
成功、美麗的女性。盧秀雲致
謝辭，感謝主禮嘉賓蒞臨主禮
及表演嘉賓、工作人員的努力
，使得今次大會順利舉行。

工銀亞洲依託母行中國工商銀行
（ 「工行集團」）的科技優勢和全球
一體化FOVA平台，推出了全新網上
銀行及手機銀行服務，以全新介面、
更豐富功能、更快處理速度、更高安
全規格，為客戶帶來了與眾不同的全
新體驗。這是工行集團推動全球化戰
略的重要步驟，並為工銀亞洲依託母
行科技優勢和業務資源，進一步推動
本港業務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工銀亞洲新網銀採用工行集團統
一的設計風格，在原有功能基礎上推
出新增及優化功能多達70多項，為客
戶帶來更全面、便利的理財體驗。其
中，個人網銀增加了設定／終止信用
卡自動還款、工行全球快匯、查詢內
地工行的定期存款、紀錄收款人資料
等多項功能；企業網銀增加了工行全
球快匯、查詢內地工行的定期存款、
資金池、自助設定操作許可權和授權
組合等功能。工銀亞洲新網銀特別突
出全球化資產管理概念，基於工行集
團FOVA平台為客戶提供全球資產管

理服務。
只須簡單申請，客戶便可於同一

頁面瀏覽工銀亞洲以及其他地區工行
的相關帳戶資料，並可辦理轉帳匯款
等業務，讓客戶總資產一目了然，方
便統一管理。現階段，客戶可以申請
管理中國內地工行帳戶，隨後會陸續
擴充至其他地區的工行帳戶。透過新
網銀 「工行全球快匯」服務，客戶匯
出港元或美元到其他國家（地區）工
行集團帳戶，10分鐘內即可抵達收款
人帳戶所在的工行網點，手續費更低
至每筆港幣80元。目前工行集團已有
超過15,000個網點支援 「工行全球快
匯」服務，覆蓋工行集團於內地的所
有網點及海外的多個指定分行，未來
將繼續拓展網路。

工銀亞洲將於近期推出 「新網
銀 新體驗」系列推廣活動，提供多
項獎賞回饋客戶。

查詢詳情，可親臨工銀亞洲各分
行、致電客戶服務熱線21895588或瀏
覽該行網站www.icbcasia.com。

廣東省韶關市乳源瑤族自
治縣政府在港島區陶源酒家舉
辦 「2013年乳源─港澳友人
新春茶話會」，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青年部副部
長李薊貽、九龍工作部副部長
王小靈，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首席教育主任容寶樹，東南冶
金礦產（香港）有限公司總經
理彭為國以及港澳社團領袖、
知名人士逾200人歡聚一堂，
共敘友情，同賀新春。

乳源縣蒞臨香港出席活動
的領導有：縣委書記、縣人大
主任吳春鵬，縣委副書記、縣
長鄧志聰，縣政協主席費玉海
，縣人大常務副主任馬福德，
常務副縣長林昌衛，縣委統戰
部部長趙志敏，縣委辦公室主
任許益雲，縣政府黨組副書記

文建平，副縣長林軍
、梁麗娟，縣政府副
主席文則精，縣對外
聯誼會會長胡又新，
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廖
功文，縣經濟促進局
局長張友強等。晚會
由瑤族縣長鄧志聰主
持。鄧志聰縣長表示
，在這繁花似錦、滿
載希望的新春裡，大
家在香江歡聚一堂，暢敘友情
，共賀新春，謹代表乳源縣22
萬瑤、漢族同胞，對長期以來
關心支持乳源經濟和社會發展
的港澳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
真摯的謝意。吳春鵬書記在致
辭時說，在過去一年裡，乳源
縣委、縣政府帶領全縣人民堅
持打民族牌、走生態路，積極

實施 「生態立縣、工業強縣、
農業穩縣、旅遊旺縣、科教興
縣」的發展戰略，進一步解放
思想，務實創新，凝心聚力，
攻堅克難，有效促進了經濟較
快發展、社會和諧進步、民生
持續改善。今年是乳源瑤族自
治縣成立50周年，縣委、縣政
府將抓住契機，扎實推進一批

教育、醫療衛生、城市建設等
領域的工程項目，全力加快 「
生態保護、綠色工業、生態農
業、特色旅遊、生態人居、生
態文化」六大工程建設，力爭
到2018年，提前實現國內生產
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兩
個翻番」的目標，讓瑤鄉人民
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中銀Visa卡呈獻香港迪士尼樂園精選
禮遇，齊來投入全新主題區灰熊山谷，登
上創新的雙向穿山車─ 「灰熊山極速礦
車」，穿梭整遍灰熊山，盡情歷險！由即
日起至6月28日（指定日子除外），憑中
銀Visa卡簽帳預訂香港迪士尼樂園門票、
酒店住宿或餐饗，可享多項精選禮遇：

樂園門票或觀光服務優惠

於樂園正門購買正價門票4張可享89
折及於火箭餐廳以優惠券惠顧套餐4份可
享85折；預訂 「迪士尼優遊之旅」可享95
折（原價HK$3,888，不包括門票費用）。

預訂酒店住宿及其他優惠

預訂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或迪士尼好
萊塢酒店套票，可享低至85折（適用於星
期日至四入住）及88折優惠（適用於星期

五至六入住）；免費房間升級（園林景觀
客房升級至海景客房）；住宿套票包括：
園林景觀客房住宿1晚（已包括10%服務
費）及樂園1日標準門票2張。

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維多利亞水療
首次惠顧60分鐘夢幻旅程按摩服務可享7
折。查詢詳情，可致電中銀信用卡24小時
推廣熱線2108 3288或瀏覽www.boci.com.
hk。

▲理事長蘇仲平（左）與大會主席盧秀雲（右）致送紀念品予
主禮嘉賓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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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Visa卡推迪士尼樂園精選禮遇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辦粵曲欣賞會

▲▲配合新網銀面世配合新網銀面世，，工銀亞洲近日推出以工銀亞洲近日推出以 「「新網銀新網銀 新新體驗體驗」」 及及 「「全球快全球快
匯匯 1100分鐘到帳分鐘到帳」」 為主題的大型戶外廣告為主題的大型戶外廣告，，正式啟動宣傳新網銀正式啟動宣傳新網銀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眾首長與嘉賓及粵劇演員大合照

乳源縣政府與港澳友人新春茶敘

乳源領導與港澳友人在新春茶話會上合照乳源領導與港澳友人在新春茶話會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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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津：：創新驅動一路快跑創新驅動一路快跑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天津代表團開放日期間，全國人大代表
、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興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充滿信心的表示， 「
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用心把握，扎實苦幹，穩中求
進，就一定能夠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目標。」

「安居 樂業 有保障」 是城鎮化發展的核心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大的引擎，不僅可以啟動內需，改

善民生，縮小城鄉差異，縮小收入水平，同時也可以帶動許多產業的發
展。 「安居 樂業 有保障」是黃興國對城鎮化發展的詮釋，如果不注
意這七個字，那麼這個城鎮化是不可持續的，這是天津多年以來總結出
最核心的理念。

「為什麼有些地方房子建得漂漂亮亮，人還是留不住？還是要到城
市裡去打工？所以 『安居』是解決農民住的問題，讓農民有個舒適的家
園，有活動室，有醫院，有超市，有幼兒園小學中學，還有市民廣場和
大公園小公園這些配套，城裡有的，農民都有。 『樂業』就是有就業崗
位，如果沒有就業崗位，農民還是要往城市裡跑，這是最核心的，如果
沒有產業支撐，那麼這個本身也不能可持續發展。 『有保障 主要解決
兩項保障，一項是醫療保險，一項是養老保險。」

天津用 「四步走」以示範小城鎮建設為龍頭，加快推進城鎮化，統
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統籌城鄉發展路子。這 「四
步走」，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相輔相成，走活了城鄉統籌發展這盤棋
，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實力。

第一步，以宅基地換房的辦法建設示範小城鎮，解決農民安居問題
。第二步，實施 「三區」聯動發展，解決農民就業、增加收入和小城鎮
可持續發展問題。第三步，實施農改非、村改居、集改股 「三改一化」
改革，使農民變市民，全面推進城鄉一體化。第四步，深化農村金融改
革，大力興辦村鎮銀行，按照 「本土化、民營化、專業化」的發展模式
，實現新型村鎮銀行涉農區縣全覆蓋，提高為 「三農」和小微企業服務

水平，讓農民擁有更多金融話語權。

創新發展讓天津 「如虎添翼」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談到關於天津如何一直保持經濟持續穩定

健康發展的問題，黃興國用 「如虎添翼」來形容。 「天津實體經濟發展
的比較好，實體經濟的發展應當成為天津發展的一個方向，但是我們同
時要抓 『兩翼』，一翼就是科技創新，還有一翼是金融創新，實體經濟
好比是一個老虎，左翼是科技創新，右翼是金融創新，那麼天津未來的
經濟發展就會如虎添翼。」

經濟結構明顯優化。黃興國談到天津以大項目、小巨人、樓宇經濟
為抓手，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先後實施了重大項目1440項，總投資2.27
萬億元，加快培育科技型中小企業，積極發展樓宇經濟，促進了產業結
構優化升級。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
新能源新材料、國防科技、輕工紡織等八大優勢支柱產業迅速壯大，佔
天津工業比重超過90%。服務業比重從2007年的42.8%提高到47%。自主
創新能力明顯提升，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佔生產總值比重提高到2.7%。

科技創新為重中之重。多年來，天津大力實施科教興市、人才強市戰
略，找準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點，推動科技融入經濟建設的主戰場，自主創
新能力不斷提高，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在接受採訪時，黃興國重點強
調了天津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工作， 「我們的目標是，讓科技型中小企
業 「鋪天蓋地」的發展，打造一大批 「頂天立地」的科技小巨人企業，每
一個科技小巨人都有 「殺手」產品。2010年9月制定的第一個五年發展
計劃，僅用了兩年就已完成。到2012年底科技型中小企業累計達到3.5萬
家，小巨人企業達到1800家。按照新一輪三年發展計劃提出的目標，到
2015年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小巨人的數量分別達到6萬家和3000家，力爭實
現翻番。這項工作對天津未來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它的作用會越來越顯
現出來，我們會堅持不懈地抓，狠狠地抓，切實抓出成效來。」

金融改革創新突破顯著。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運行的血

脈。作為綜合配套改革的重點，天津充分利用先行先試政策，不斷加快
金融改革創新步伐，先後組織實施了三批共60項重點改革項目，在一些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是股權投資基金快速發展；
二是 「融洽會」影響力不斷提升；三是融資租賃業聚集效應開始顯現；
四是創新型交易市場規範發展；五是外匯改革創新體系初步建立；六是
金融生態環境進一步優化。

近幾年來，天津對外開放力度也在不斷加大，外貿進出口突破1000
億美元，口岸進出口總值突破2000億美元，天津實際利用外資、吸引內
資年均分別增長23.3%和33.6%，來津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到152家
，國內500強企業達到201家……縱觀天津發展的一系列數字，讓人們不
禁感嘆，這個未來北方的經濟中心，越發的顯現出其無限的魅力與活力。

天津濱海新區塘沽開發區天津濱海新區塘沽開發區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天津市委副書天津市委副書
記記、、市長黃興國市長黃興國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委副書記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興國市長黃興國（（右二右二））會見大公會見大公
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二左二）、）、總編輯賈西平總編輯賈西平（（左一左一）、）、社長助社長助
理史汝霞理史汝霞（（右一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