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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家聚港論能源局勢

廣東省政協科教衛體委員會
副主任、廣藥白雲山醫藥集團董
事長李楚源在日前召開的廣東省
政協會議上建議，通過監督管理
、科技先導、產學研究和啟動綠
色稅收制度等方式，在開展霧霾
治理的同時發展霧霾經濟，雙管
齊下提升霧霾治理效果，同時將
極大促進環保產業發展，他預計
2015年環保裝備產業產值將達到
5000億元。

2013年以來，霧霾天氣在全
國大範圍地區持續爆發，已成為
事關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
。霧霾天氣如何治理已成為專家
學者重點研究課題，亦是近兩年
來全國和各地兩會的熱門議題，
李楚源介紹，綠色稅收制度即在
總稅率確定的前提下，調整稅制
結構，徵收資源稅、汽油稅、垃
圾稅、噪音稅、水污染稅，以及
在其他稅種中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他認為，環境
保護稅一旦開徵，將大大刺激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
企業在環保方面的需求。與此同時，企業對環保的加
大投入也將大大提升環境治理效果。

此外，李楚源建議，對 「霧霾型」疾病的防治

進行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鼓
勵企業研發生產抗霧霾產品，
通過多種方式促進醫療保健產
業發展，並開展產學研究，以
科技力量為市民健康保駕護航
。他介紹到，目前廣藥集團下
屬企業白雲山潘高壽藥業與上
海復旦大學聯合啟動研究項目
證明，潘高壽蜜煉川貝枇杷膏
、 治 咳 川 貝 枇 杷 露 能 對 遭
PM2.5 等損傷的肺部有很好的
預防和修復作用。開展該類研
究，對進一步做好防控空氣污
染有好的啟發性和指導性意義
。

長期從事醫藥行業的李楚源
今年帶來的另一個提案關注的是
生物醫藥健康產業的發展，他
認 為 ， 當 前 生 物 醫 藥 健 康 產
業 正 面 臨 前 所 未 有 的 發 展 機
遇 ， 根 據 廣 東 經 濟 發 展 的 情

況，2020 年有望達到萬億規模，廣州的生物醫藥
健康產業在 2025 年有望達到萬億規模。他建議政
府從今年開始對生物醫藥健康產業進行頂層設計
、系統扶持，用 10 年時間將其打造成為萬億規
模的第一大支柱產業。 本報記者 林苑

廣藥集團李楚源：
綠色稅收促霧霾治理

廣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省社工委主任馬
興瑞出席廣東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梅州代表團分組
討論並審議工作報告，他認為梅州山水秀美、文化底
蘊豐厚，要積極探索山區科學發展新路，結合自身資
源稟賦，建立符合實際的科學發展體系，堅持走生態
經濟發展道路。此外，梅州能否實現振興發展目標，
關鍵在交通、潛力在交通，因此要把交通建設作為當
前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抓好立體化的交通基礎
設施建設，進一步激活梅州文化、旅遊等優勢資源，
帶動培育發展文化旅遊等特色產業，促進新型工業化
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

梅州市委書記朱澤君指出，梅州當前迎來了加快
振興發展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應搶抓機遇、增創優
勢，奮發有為、狠抓落實。一是抓好系統謀劃，大力
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

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 「四化」融合，着力破解
開放程度不高、市場化程度不高、資源利用率不高和
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確保全面深化改革開好局、起
好步。二是注重揚長避短，大力發展生態適宜型產業
，打造生態經濟綜合體。結合梅州自身資源稟賦，有
選擇地培育發展一批更具市場競爭力的特色主導產業
。三是加快擴容提質，增強中心城區輻射帶動能力，
率先抓好嘉應新區起步區江南新城、梅縣新城建
設。以各縣縣城為中心，大力培育發展各具特色
的縣域經濟。四是科學耕山致富，扎實抓好 「三
農」工作，促進農民增收致富。五是抓好交通基
礎設施建設，全面優化發展環境。以 「兩高一場
」為重點，構建發達立體交通體系，實現 「對外
快速聯通、對內全面暢通」。

本報記者 徐小瑜 通訊員 鍾雄浩

廣清一體化互利兩市
「月亮」工程助打造旅遊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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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探索山區科學發展新路
重中之重抓好交通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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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 清 遠 兩 市 擬 於
2016 年全面建立合作機制
，廣清一體化概念提出後持
續引發熱議，在廣東省人大
第二次會議分組討論會場，
廣東省人大代表、清遠市委
書記葛長偉表示，廣州對清
遠的對口幫扶，不僅是幫扶
關係，也是合作關係。廣清
一體化將實現兩個城市的互
利共贏。

葛長偉表示，廣州和清
遠地域相連，人緣相親。這
些年來，隨着交通基礎設施
的完善，清遠與廣州的聯繫
越來越密切。廣州為清遠提
供發展的市場資源和公共服
務，清遠為廣州提供生態資源和發展福利。去年12
月，廣清召開兩市黨政班子的第一次聯席會議，共同
研究討論通過了對口幫扶的方案。目前，廣州市對口
幫扶的人員工作也已經到位，對口幫扶的指揮部將於
近期正式開始運轉。廣清一體化將包括產業對接、基
礎設施對接、社會事業與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合作、
生態環境、人才合作和食品供應方面的合作等。

被譽為 「珠三角的後花園」的清遠擁有豐富的旅
遊資源，針對如何做強清遠旅遊業的問題，廣東省人

大代表、清遠市市長江凌坦言，清遠的旅遊資源準確
來講，是滿天星星沒有月亮。這種結構帶來的大項目
少，能夠拉動產業鏈消費的項目少，能夠留住遊客的
項目少。清遠提出打造 「月亮」工程，我們正在整合
全市的旅遊資源，培育大的旅遊項目。去年，長隆集
團準備在清遠投資300億元，打造超大型的森林主題
公園。現在，我們把長隆作為龍頭項目，整合全市的
旅遊資源做一個新的規劃。清遠真正成為廣東旅遊強
市的目標是可以期待的。 本報記者 蘇婷 梁茹

▲清遠代表團分組討論現場

汕尾新區規劃於2013年年末獲廣東省政府通過
，上升為省級發展戰略。在廣東省人大會議期間，汕
尾市委書記溫國輝表示，加快汕尾新區發展的目的，
就是要增強中心城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產城融合
、城鄉一體化，逐步做大城市建設面積，以老城區帶
動新區建設，以新區建設促進老城區更新升級。

據了解，在新區規劃獲批之後，汕尾計劃按照 「
慎重研究，科學規劃，快速起步，從容建設」的理念
，全面建設 「沿海岸、鏈條狀、組團式」的現代化濱
海新城。溫國輝介紹，汕尾將從四個方面加快新區建
設。首先，加快制訂專項規劃，特別是交通基礎設施
建設專項規劃、產業發展專項規劃、生態環境專項規
劃；其次，建立健全新區規劃建設的領導機構；第三
，加快招商引資的步伐，用開放的理念、市場的辦法
、創新的手段，更好更快推進新區發展；第四，加快

起步區的建設，確保起步區快速起步。
廈深鐵路的開通開啟了汕尾的 「高鐵時代」

，汕尾市長吳紫驪表示，廈深鐵路的開通，給汕
尾與珠三角的對接打通了一個快速的通道，方便
汕尾對接與融入珠三角，提升汕尾形象，對汕尾
接受現代發展的理念有很大好處。下一步，汕尾
將在規劃、產業、旅遊、環境保護和社會管理等
方面做好對接工作，要擦亮全省濱海旅遊示範園
區這個品牌，做大做強旅遊業；要與珠三角，特
別是深莞惠等市對接好，做好生態環境的保護；
同時要按照省新一輪綠化廣東的要求來做好造林
綠化的工作，做好生態景觀林的建設，做好水資
源的管理和保護工作，在發展中把生態的底線守
住。

本報記者 謝志君 通訊員 林建友

新區建設帶動城市升級
高鐵機遇助推全面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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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政協委員、廣藥白雲山醫藥
集團董事長李楚源

周振基對考察團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並詳
細介紹了潮州商會的會務、改革和發展情況。
他說，潮州商會一年來新成立了婦女委員會、
公民事務委員會及文化事務委員會，其後向考
察團播映了傑出潮商的介紹影片，讓考察團成

員從動感畫面了解潮籍名人在事業取得成功之
後，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奉獻精神。

張成雄表示，香港潮州商會成立於1921年
，已走過了93年歷程，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更
積極背靠強大祖國，繼續擔當國家與世界溝通

的橋樑。
湯涓對是次訪問商會深感榮幸，對受到周

振基和張成雄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謝。她
說，考察團全體成員希望借鑒潮州商會的社會
服務經驗，把廣東省的社會組織搞得更加有聲
有色。湯涓又邀請周振基到訪廣東省社會組織
總會。

廣東省明德幸福文化教育基金會負責人梁
耀覺及理事長黃浩明，廣東省博羅商會會長劉
向榮，提出了做好文化教育基金的運用和發揮
作用的方案。其他協會代表也表示，考察潮州
商會的時間雖短，但獲益良多，希望今後雙方
有更多交流的機會，互補短長，攜手共進。

【本報訊】2013年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亞
太地區因美國 「再平衡」戰略以及中日釣魚島
爭議，局勢跌宕起伏。新一年開始，中華能源
基金委員會將於1月19日在香港會展中心主辦
國際研討會。多名前任政府首腦、外長及國際
組織的高級官員、著名學者，將雲集香江，就
當前的世界形勢、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能
源安全進行討論和交流。據悉，日本現任首相
安倍晉三舅父、前外務政務次官濱田卓二郎將
會作15分鐘的外交傳話。

獲邀在研討會上發言的嘉賓分別來自五大
洲共11個國家，包括聯合國大會第67屆主席耶
雷米奇、美國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法倫、日本前

外務政務次官濱田卓二郎、巴基斯坦前總理阿
齊茲、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前副總幹事
谷口富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特別顧問薩克
斯，以及來自西班牙、印尼、智利等6國前外
長，會議還邀請了中山大學、日本能源經濟研
究所等知名學術機構的多名專家學者參加。

主辦機構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秘書長何志
平表示，近年國際政治與經濟形勢發生了急劇
而深刻的變化，全球新能源格局正在形成，為
各國政府和人民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他期望
透過搭建民間平台，讓各國的政治領袖、專家
學者，可以深入討論這時代面對的問題，並補
充，尤其是在區域局勢動盪，傳統外交受阻的

情況下，更需要以公共外交作為輔助，以推動
合作，重建互信。

中華能源基金主辦
自2012年1月起，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分

別於香港及華盛頓舉行了4次 「中美對話」研
討會，作為該系列的第5次，是次研討會的主
題為 「世界秩序的轉化與能源合作」。會議主
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節將聚焦於世界秩序和
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這些政治動態將如何影
響地區安全和穩定。第二節將集中討論新時代
下的能源安全與國際合作，探討包括科技共享
、核電政策等全球性議題。

【本報訊】培華基金日前在灣仔
皇朝會設宴歡迎 「第六期紅三角經濟
發展研討班」全體學員。培華基金常
務委員會主席霍震寰說，期望研討班
能啟發一眾學員新思維，為紅三角地
區發展貢獻力量。

生產力促進局承辦此次課程，研
討班學員主要來自廣東韶關、湖南郴
州及江西贛州的地方官員，他們將在
港學習和研討為期12日。

霍震寰出席並致辭，廣東韶關、
湖南郴州及江西贛州組成的紅三角經
濟圈，地理上可算是珠三角的後花園
。三地天然資源豐富，人力資源充裕
，可承接珠三角產業遷移，但礙於過
往交通不便，以致資源未得到充分開
發利用。

霍震寰指目前湖南已經把郴州打
造成對接珠三角的門戶城市；贛州受
惠中央蘇區政策，發展勢頭迅猛；韶
關則因為位處廣東、湖南和江西三省
交界，也正向作為融入珠三角經濟的
省際開放先行區轉型。不過，在尋求
經濟發展的同時亦要兼顧社會穩定和
諧，香港在這方面擁有寶貴的經驗可
與大家分享。

研討班團長、郴州市政府副秘書
長何燦代表學員致辭，感謝霍震寰和
培華基金的精心安排。他亦歡迎培華
成員訪問紅三角地區，進行參觀、研
討和投資。與會嘉賓還有培華基金常
務委員會副主席王敏剛，培華基金會
員霍思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
潘永生等。

【本報訊】深圳市粵劇團當家文武
生、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陳笑風藝術傳
人曉毅，於日前赴北京參與 「第九屆中
國戲劇文化獎」比賽，憑主演粵劇《雷
雨》，榮獲該賽事最高榮譽之最佳表演
大獎，香港曉毅天地戲迷會六十多人日
前設宴慶祝。粵劇表演藝術家陳笑風專
程到賀，並與一眾戲迷合影留念，又鼓

勵後輩曉毅再接再厲，為傳承粵劇藝術
加油。

曉毅致謝詞時說，數年來，他無論
在深圳或香港登台，無論是演繹全套劇
、折子戲；古裝或時裝戲，均得到香港
戲迷的熱情支持，這是他繼續努力的最
大動力。他表示會勤練戲、練好戲和排
多些新劇目以饗戲迷。

培華基金宴內地研討班
▲培華基金設宴歡迎研討班學員，霍震寰（前排中）與學員合照

◀周振基（前排
右七）、張成雄
（前排右五）與
考察團合照。（
前排右六）為湯
涓

【本報訊】由廣東省社會組織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湯涓率領的廣東省
社會組織總會香港考察團，日前到訪香港潮州商會，受到會長周振基、副會長
張成雄的熱烈歡迎。考察團陣容鼎盛，成員來自各行各業，分別有建設監理、
文化教育基金、證券期貨業、演藝設備行業、眼健康、傢具、醫藥價格、食品
藥品審評認證技術、教育、小額貸款、汽車流通、慈善基金、婚姻家庭諮詢師
、建築裝飾材料、高速公路發展、創新科技、機動車駕駛員、反走私、海防與
打擊走私綜合治理、教育發展基金等協會，還有多個市、縣級商會。

◀香港戲
迷與曉毅
（三排左
四）、陳
笑風（三
排左五）
合影

戲迷賀粵伶曉毅獲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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