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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昨日消息，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19 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全球
企業家視頻特別對話會，發表致辭並同企業家代表互
動交流。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對
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李克強強調，堅持發展是
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我們將推動經濟運
行盡快回歸正常軌道。

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李克強表示，習近平主席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

會議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和平穩定的環境是發展的前提，中方願同各方一道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踐行多邊主義，攜手
守護世界和平安寧。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是各方共
同而緊迫的任務，各國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
障糧食能源穩定供應，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
要加強團結協作，堅定維護和促進經濟全球化，深化
雙多邊國際合作，促進普惠平衡、包容可持續發展。

宏觀政策既精準有力又合理適度
李克強在介紹中國經濟形勢時說，今年二季度，受

新一輪疫情等超預期因素衝擊，經濟下行壓力陡然加
大，4月份主要指標深度下跌。我們果斷應對、及時
調控，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不搞
「大水漫灌」，推動原定政策靠前發力，推出和實

施穩經濟33條一攬子政策措施，5月份主要經濟指標
下滑勢頭放緩，6月份經濟企穩回升，主要指標較快
反彈、由負轉正，城鎮調查失業率明顯下降，帶動
二季度經濟實現正增長。我們也清醒認識到，經濟
恢復的基礎還不牢固，穩住經濟大盤仍需付出艱苦
努力。

李克強強調，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發
展潛力巨大。我們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高效統
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堅持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推動
經濟運行盡快回歸正常軌道。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主要支撐是就業穩物價穩。2020 年以來，我們
在應對新冠疫情等重大衝擊中實行的政策在規模上
是合理的，沒有 「大水漫灌」，也為防通脹創造了
條件。今年夏糧增產豐收，又創歷史新高，秋糧生
產勢頭良好，煤炭電力穩定供應，為國內物價平穩
運行打下了基礎，也有利於全球糧食能源市場穩
定。中國有1.6億多戶市場主體，人民勤勞智慧，這
是經濟發展最大韌性和底氣所在。近年來我們直面
市場主體需求實施宏觀政策，通過穩市場主體穩住
了就業、增加了居民收入。

李克強表示，我們將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針對性，
繼續着力幫扶市場主體紓解困難，留住經濟發展的
「青山」。宏觀政策既精準有力又合理適度，不會為

了過高增長目標而出台超大規模刺激措施、超發貨
幣、預支未來。要堅持實事求是、盡力而為，爭取全
年經濟發展達到較好水平。穩增長一攬子政策措施還
有相當大發揮效能的空間，增值稅留抵退稅上半年已
超過1.8萬億元，政策的持續實施將進一步擴大實際

退稅規模；地方政府專項債的實際使用，新出台的政
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的運用，將會形成有效投資更
多實物工作量並拉動就業和消費。我們將堅持以改革
添動力，深化 「放管服」改革，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
社會創造力。

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
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對外開放

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
發展也需要中國。我們將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
自由貿易、公平貿易，推動多邊和區域貿易合作兩個
「輪子」一起轉。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

環境，保障外企依法平等進入開放領域，在公平競爭
中實現互利共贏。我們願加強國際抗疫合作，將在確
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實現更加精準科學防控，持續優化
簽證、檢測等防控政策，進一步有序恢復和增加國際
客運航班，穩妥有序推動出境商貿和跨境務工活動，
更好促進中外人員往來和對外交流合作。

李克強：推動經濟運行盡快回歸正常軌道

某船務公司計畫按現狀轉讓一艘牌
照齊全的石油運輸船（有泊位）。
該船建造於2007年，載重2911噸，
船長64.9米。現公司廣泛徵集意向
方，有意競買者請於7月25日-26 
日參與標的展示（連絡人鄭生，
98691151），並於7月27日前向指
定帳戶繳納200萬港元保證金，7月
28日5時前向拍賣行遞交密封的競
買價格及相關資料，逾期概不受
理。可聯繫吉齋拍賣行有限公司張
生 索 取 相 關 資 料 及 諮 詢 （ 電 話
6 0 1 6 7 3 2 6 ， E M A I L : j i -
chai@hotmail.com）

拍賣公告(登報)

稅務代表(30多年經驗專業人仕處理)

清盤除名/破產申請

公司及個人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年報及公司秘書服務

會計理帳/年結核數

商標註冊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畢杜楊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852)2581 2828電話
 ：(852)2581 2818傳真
 ：enquiry@butdoyeungcpa.com電郵
 ：香港德輔道中300號華傑商業中心19樓地址
 ：(852)2520 2727電話
 ：(852)2520 2336傳真

本公司協助辦理

偉昇移民顧問

公司電話：2985 7522     傳真：3795 2708  

手提電話：9019 6536     15018927629（陳先生）      

公司地址：中環64號中環干諾道中64號 廠商會大廈21樓

A.香港及歐盟居留：

1.  專業人士來港就業計劃

2.  企業家來港投資計劃

3.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4.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5. 歐盟：葡萄牙、希臘、愛爾蘭等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4 號

有關：張子浩，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K359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3時正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1)。

日期︰2022年7月21日

代名人張鶴騫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5 號

有關：陳皓斐，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Y627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3時半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2)。

代名人張鶴騫

日期︰2022年7月21日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6 號

有關：馮易禮，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Y283XXX(X))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4時正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2年7月21日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3)。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28 號

有關：薛天培，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Z857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2時半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2年7月21日

代名人張鶴騫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29)。

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

名稱︰蕭温梁律師行

日期︰2022年7月21日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1樓

該法定要求償債書可向下列人仕索取或在下列辦事處查看及領取︰

特此通知以下債權人已向你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

自本公告第一次刊登的日期起計，你只有21天的時間處理此
事，之後債權人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另外，由本公告首次刊登
的日期起計，你亦只有18天的時間向法院申請把法定要求償債
書作廢。

致：蘇錦雯 (So Kam Man) (香港身份證號碼Z302xxx(x))

最後所知地址：新界沙田豐盛苑富盛閣31樓3109室。

根據以債權人作為原告人，以你作為第二被告人，香港特別行
政區區域法院民事訴訟案件編號2021年第4475號的法律程序
中 ， 直 至 2 0 2 2 年 6 月 2 0 日 ， 你 須 向 債 權 人 支 付 ： ( i ) 港 圓
1,254,734.10；及利息以本金港圓902,767.84按判定債項利率(現
為年利率8釐)計算由2022年6月21日直至全數付清止；及債權人
要求你立即償付上述債項，或就上述債項而作出令債權人滿意
的了結。

債權人名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7-131號有餘貿易中心16樓

檔案編號︰S:D220015:050:LIT-MISC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於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即作為
送達日期。你必須於本公告首次刊登起計的21天內，償還此法
定要求償債書內所列出的債項或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協議。否
則，你可被宣告破產，而你的財產及貨物亦可被取去。若你認
為你有理據把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你應在送達日期起18天內
向法院提出申請。若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
律師的意見。

電話號碼︰2103 9888，傳真號碼︰2122 9650

某船務公司計畫按現狀轉讓一艘牌
照齊全的石油運輸船（有泊位）。
該船建造於2007年，載重2911噸，
船長64.9米。現公司廣泛徵集意向
方，有意競買者請於7月25日-26 
日參與標的展示（連絡人鄭生，
98691151），並於7月27日前向指
定帳戶繳納200萬港元保證金，7月
28日5時前向拍賣行遞交密封的競
買價格及相關資料，逾期概不受
理。可聯繫吉齋拍賣行有限公司張
生 索 取 相 關 資 料 及 諮 詢 （ 電 話
6 0 1 6 7 3 2 6 ， E M A I L : j i -
chai@hotmail.com）

拍賣公告(登報)

稅務代表(30多年經驗專業人仕處理)

清盤除名/破產申請

公司及個人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地，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中國公司或辦事處

年報及公司秘書服務

會計理帳/年結核數

商標註冊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畢杜楊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852)2581 2828電話
 ：(852)2581 2818傳真
 ：enquiry@butdoyeungcpa.com電郵
 ：香港德輔道中300號華傑商業中心19樓地址
 ：(852)2520 2727電話
 ：(852)2520 2336傳真

本公司協助辦理

偉昇移民顧問

公司電話：2985 7522     傳真：3795 2708  

手提電話：9019 6536     15018927629（陳先生）      

公司地址：中環64號中環干諾道中64號 廠商會大廈21樓

A.香港及歐盟居留：

1.  專業人士來港就業計劃

2.  企業家來港投資計劃

3.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4.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5. 歐盟：葡萄牙、希臘、愛爾蘭等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4 號

有關：張子浩，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K359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3時正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1)。

日期︰2022年7月21日

代名人張鶴騫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5 號

有關：陳皓斐，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Y627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3時半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2)。

代名人張鶴騫

日期︰2022年7月21日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46 號

有關：馮易禮，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Y283XXX(X))

代名人張鶴騫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4時正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2年7月21日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33)。

債權人會議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院    破產條例

臨時命令申請

HCBI 2022 年第 128 號

有關：薛天培，債務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Z857XXX(X))

 請注意，根據法院於2022年7月8日頒諭的臨時命

令，債權人會議將於2022年8月4日下午2時半於香港九龍

尖沙咀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7樓708室永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舉行，以考慮上述債務人的建議。

日期︰2022年7月21日

代名人張鶴騫

 有關（i）債務人的建議書、（ii）債務人的資產負

責狀況說明書、（ii i）代名人報告、（iv）委託書、

（v）申索通知書、（vi）重要通知，可向上述代名人的

辦事處索取 (參考: AHC/IVA/2022/029)。

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

名稱︰蕭温梁律師行

日期︰2022年7月21日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1樓

該法定要求償債書可向下列人仕索取或在下列辦事處查看及領取︰

特此通知以下債權人已向你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

自本公告第一次刊登的日期起計，你只有21天的時間處理此
事，之後債權人便可提出破產呈請。另外，由本公告首次刊登
的日期起計，你亦只有18天的時間向法院申請把法定要求償債
書作廢。

致：蘇錦雯 (So Kam Man) (香港身份證號碼Z302xxx(x))

最後所知地址：新界沙田豐盛苑富盛閣31樓3109室。

根據以債權人作為原告人，以你作為第二被告人，香港特別行
政區區域法院民事訴訟案件編號2021年第4475號的法律程序
中 ， 直 至 2 0 2 2 年 6 月 2 0 日 ， 你 須 向 債 權 人 支 付 ： ( i ) 港 圓
1,254,734.10；及利息以本金港圓902,767.84按判定債項利率(現
為年利率8釐)計算由2022年6月21日直至全數付清止；及債權人
要求你立即償付上述債項，或就上述債項而作出令債權人滿意
的了結。

債權人名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7-131號有餘貿易中心16樓

檔案編號︰S:D220015:050:LIT-MISC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乃重要文件，於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即作為
送達日期。你必須於本公告首次刊登起計的21天內，償還此法
定要求償債書內所列出的債項或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協議。否
則，你可被宣告破產，而你的財產及貨物亦可被取去。若你認
為你有理據把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你應在送達日期起18天內
向法院提出申請。若你對自己的處境有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
律師的意見。

電話號碼︰2103 9888，傳真號碼︰2122 9650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玉瑩報道：7 月 20 日，以
「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建設高水平司法合作平

台」為主題的第三屆中國—東盟大法官論壇在廣西南
寧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舉行，來自10個國家和1個地
區性組織的代表以視頻形式參會，就加快對接RCEP
經貿新規則、加強知識產權合作、推進跨境在線訴訟
等議題進行研討，共同探索司法合作新路徑，探尋法
律服務新模式。

中國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作主旨
發言時表示，中國注重司法領域的國際合作，已同81
個國家締結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民事司法協助條約、
引渡條約等雙邊條約共169項。中國法院與東盟國家
法院積極開展多層次、各領域司法交流與司法協助，
促進營造區域內和諧有序的經貿投資法治環境。

為此，周強提出五點意見：堅持依法平等保護，共
建 「繁榮絲綢之路」；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共建
「綠色絲綢之路」；回應科技發展需求，共建 「數字

絲綢之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建 「開放絲綢之
路」；堅持真正多邊主義，共建 「和平絲綢之路」。

泰國大理院院長比亞軍·布蓬表示，RCEP 簽署以
來，成員國之間貿易投資壁壘大幅減少，但合同雙方
的矛盾和分歧日益突出，國際交易的複雜性和各國法
律的差異性，更應該加強各國之間的司法合作。

東南亞國家聯盟秘書處秘書長林玉輝稱，新冠肺炎
疫情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為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提供
了新的機遇，特別是在加強供應鏈韌性、在線知識產
權保護和在線訴訟程序等方面，相信中國與東盟的法
律和司法合作將在實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世貿組織相關規則
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東盟共探RCEP
國際司法合作新路徑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7月中國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未作調整。

20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
公布最新一期LPR：1年期LPR為3.7%，5年期以上
LPR為4.45%，均與上月持平。

對於LPR未作調整的原因，貝殼研究院市場分析師
劉麗傑分析稱，7月中期借貸便利（MLF）等量平價
續作意味着當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央行貨幣政策
司司長鄒瀾近期表示，目前流動性保持在較合理充裕
還略微偏多的水平上。MLF利率保持不變，意味着當
月LPR的定價基礎沒有發生改變。從外部環境看，劉
麗傑表示，6月美國CPI再創新高，加息預期增強，
全球進入貨幣政策收緊周期，這會壓縮中國貨幣政策
的寬鬆空間。 「以內為主、內外均衡」的考量下短期
內LPR或保持不變。

劉麗傑指出，中國主要城市主流房貸利率再創2019
年以來新低，首套、二套房貸利率已分別較去年9月
的高點累計下降139個、93個基點；銀行放款速度也

有所加快。業內預計，短期內房貸利率仍
有下降空間但空間收窄，預計三季度整體
房貸利率水平逐步接近下限。

7月LPR未調整
房貸利率創新低

清單將進一步優化「擴圍」
據悉，中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採取 「正面清

單」的管理模式，2016年4月，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制
定了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並發布了跨境
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該份清單迄今經歷了四
次調整。

京東消費及產業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林江向記者
表示，清單的每次調整，都體現出中國消費升級新動
向、新特點。今年擴圍至1476個，包括視頻遊戲機及
其零件、番茄汁、洗碗機、可用於視頻直播和美化形

象的假髮製品，以及由北京冬奧會帶火的滑雪用具等
體育運動用品等。這也意味着中國消費者的 「全球
購」不斷擴圍。

記者觀察到，與清單擴圍同步進行的是，經過六輪
六個批次，目前全中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已經達到
了132個城市和地區。林江表示，這些綜合試驗區從
東部基礎較好的城市開始，穩步向中西部重點城市推
進，大大提升了清單適用的地理範圍，以便身居不同
城市的消費者通過跨境電商新渠道進行 「全球購」。

徐興鋒昨日透露，目前，商務部正在加快培育進口
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針對重點消費品建立分撥中

心、物流中心、交易中心等專業進口平台，改善國內
供給。業內人士表示，此舉將更能滿足國人對優質消
費品的細分需求。

降稅促消費品價格更優惠
近年來，中國多次主動下調進口關稅稅率，特別是

降低百姓生活有需求、內地供給有短板的消費品關稅
稅率。徐興鋒昨日表示，2016年-2021年，中國關稅
總水平從9.8%降到7.4%。2022年，中國再次調整954
項進口商品關稅，涉及食品、醫療保健品、母嬰用品
等多種消費品。他表示，RCEP生效實施之後，區域
內90%以上的產品將逐步實現零關稅，相關進口消費
品的價格將會更為優惠。同時，中國通過辦好消博
會、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點展會，持續放大
展會的溢出效應，助力全球優質消費品精準有效地對
接中國市場。據商務部統計，2021年中國消費品進口
總額達到1.73萬億元，同比增長9.9%，佔進口總額的
比例為10%左右。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跨境電商部主任張周平表
示，中國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在這個過程中也實現了
飛躍式發展。

商務部擬優化進口商品清單

國人「全球購」版圖擴大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在國新辦昨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商務部市場運行

和消費促進司司長徐興鋒表示，中國力促優質消費品進口，目前全國跨境電商綜試
區達到了132個，2022年，相關部門進一步優化調整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
增加了滑雪用品、家用洗碗機等29項消費需求旺盛的產品，下一步將研究進一步優
化清單。同時，他還透露，商務部在加快培育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專家表
示，國人無需邁出國門就可進行的 「全球購」 將全面升級。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琳報道：賞一片花紅葦綠，
聚一席四海賓朋。以 「蓮逢盛世 相約肇源」為主題
的肇源2022年蓮花節近日在黑龍江省大慶市肇源縣
西海濕地公園啟幕。為全力承接第五屆黑龍江省旅遊
產業發展大會，肇源縣全力籌辦蓮花節，並以開展文
藝匯演、項目簽約、地工產品展覽展銷等活動。

活動期間，肇源縣與長春瑞德牧業有限公司、大慶
市風瀚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企業分別簽訂項目合
作協議，總簽約額達到33.2億元。同時，圍繞全縣主
導產業發展，肇源縣還對接了14個重點招商引資儲
備項目。

肇源蓮花節開幕 山水匯聚鄉居雅緻 古歙小村客不思歸

肇源的蓮花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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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訊】記者吳敏
通訊員吳炯報
道： 「五峰拱
秀 、 六 水 回
瀾」，黃山腳

下的 「千年古縣」、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皖南歙
縣山水匯聚、生態絕佳。歙縣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1個（清涼峰）、國家森林公園1處，國家級文明樣
板航道——新安江航道直通千島湖。

近年來，依託資源環境優勢，將生態佳轉變為
「生態+」，建設美麗村莊、深化農旅融合， 「千

年古縣」歙縣很多村鎮成為人們 「慢生活」的體驗
地。盛夏時節，歙縣杞梓里鎮官川村迎來一批批背
包客、攝影愛好者和騎行愛好者。

曾經的官川村幾近頹敗， 「空心村」問題較為嚴
重。好山好水 「後繼無人」，燦爛文化 「無人守
護」。近年來，縣鎮村三級聯動，百姓鄉賢齊上
陣，官川村在人居環境整治、鄉村治理、文化傳承
等方面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沿着蜿蜒山路來到村裏，青山環抱、綠水繞村，
官川民居錯落有致，一派生機盎然。官川村是典型
而傳統的徽派村落，街巷清幽、水口詩意、建築典
雅，有 「古道熱腸」，又有 「小橋流水人家」。更
吸睛的是村中那株千年古樹——白花檵木，胸徑達
1.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花檵木之一。

隨着 「空心村」變 「旅遊村」，老屋成了農家樂，陽
台成了觀景台，風景變成了
「攝影」，越來越多的「異鄉
人」變成 「歸鄉人」。

官川雲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