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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广东工业用能有保障
燃煤电厂存煤超21天 在粤港企生产销售增信心
【本報訊】（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
怡 廣州報道）對於在廣東設廠的港商而
言，「限電」無疑是2021年一個苦澀難忘
的「關鍵詞」。幸好，工業用電限有望成
為「過去時」。「明年全省的工業用能是
有保障的！」23日，廣東省發展改革委黨
組書記、主任鄭人豪在中共廣東省委十二
屆十五次全會新聞發布會明確表示，在保
工業運行上，目前廣東省燃煤電廠存煤超
過21天，電源電網基礎設施建設也作了提
前部署。可以推算，隨着廣東省措施落
地，在粵港企明年生產也將得到保障。
「與全國一樣，廣東省經濟持續恢復
發展，但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
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困難和挑戰有所增
多。」鄭人豪坦言，尤其是明年一季度和
上半年，受今年基數影響，壓力可能更
大。為此，廣東明年將聚焦穩增長、突出
上半年，積極擴投資、促消費、穩外貿、

抓工業，全方位靠前發力推動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

加快落地建設電源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今年缺電、
能源價格上漲增加了工業企業生產成本。
今年夏季以來，廣東製造業企業不約而同
地收到了有關「開三停四」（即一周開工
三天，停工四天）、「開二停六」等限電
安排的短信。根據多家企業反饋，踏入冬
季，生產限電情況基本已經陸續取消。
對此，鄭人豪明確表示：「明年全省
的工業用能是有保障的。」他透露，中央
對碳達峰碳中和作了新的部署，廣東將優
化調整實施能耗「雙控」管理，加快落地
建設一批電源項目和優質工業項目，推動
工業項目應上盡上、工業企業達產滿產。

港企：公司生產恢復正常
「政府能保障電能供應，當然是好消
息！『限電』不僅影響我們一家公司的生

產，還影響到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的物料
供給，連鎖反應很大。」港資企業中山市
新之源電器有限公司港籍高管溫光明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限電」已經取
消，公司生產恢復正常。
不過，今年的「限電」措施讓溫光明
仍心有餘悸：「『限電』的四五個月，大
型機器開不了工，同時要安排工人開夜
班，生產成本驟然增加，而且供應商也受
限電影響，導致零部件延誤交付，我們的
生產排期也亂晒龍。」他表示，如果明年
電力供應穩定，企業也會增加對明年生產
銷售的信心。

明年重點項目投資9000億
為了保障明年經濟平穩運行，鄭人豪
表示，在投資方面，初步安排明年重點項
目投資計劃9,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今年增加1,000億元。廣東將特別結合中
央最新要求，提前開工建設一批重大交

▲明年廣東工業用能將有保障，企業生產將更加順暢。圖為珠三角一家工廠的生產車
間。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通、能源水利、城市管網等重點項目。據
介紹，今年廣東全省累計已開工建設重大
項目4,500多個、總投資4.5萬億元，為明
年重大項目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至於資金來源，鄭人豪表示，廣東將
提前撥付重大項目前期經費，做實做細項

目前期工作，推進新一輪專項債申報發
行，爭取更多專項債額度支持。同時，用
足用好已發行的專項債資金，加快資金撥
付，完善工作機制，引導激發社會資金協
同參與投資，推動項目盡快形成實物工作
量。

進行交 流 大公報 記者 朱燁攝
連線方 式進行對話 就中醫 藥抗疫
◀ 兩岸中醫藥名師在北京通過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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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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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省 深 入 拓 展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市 場 ， 圖 為 香 格 里 拉
紅酒文化節暨「健康優品入灣」簽約儀式。（受訪者
供圖）

【本報訊】（香港文匯網記者 方俊明）作
為香港市場食品農產品的主要供應地之一，雲
南省近年加速深拓粵港澳市場。而作為滇西北
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區，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
目前亦積極拓展與珠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地
區的合作。22日，迪慶州與雲南省政府駐廣東
辦事處在廣州舉辦「滇粵情深·『香』約羊
城」香格里拉紅酒文化節暨「健康優品入灣」
活動，深入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未來迪慶
州還將推廣「綠色產品」電子身份證，逐步建
成產品溯源體系。

高原生態農產「走粵深、銷港澳」
「高原生態綠色農產品要『進京入滬、走粵
深、銷港澳、售國際』。」目前，雲南省委、省
政府正加快實施「雲品出滇」戰略的規劃布局。
而作為滇西北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區，雲南迪慶
藏族自治州集雪山、峽谷、湖泊、草甸、江河壯
美的自然景觀於一身，藏紅花、松茸、高原葡萄
酒、氂牛肉、青稞、藏豬等特色「雲品」，也積
極拓展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粵港澳大灣
區等地區的合作。
迪慶州副州長廖文才表示，充分依託粵港澳
大灣區的市場空間拓展特色農產品的銷售路徑，
搭建滇粵資源共享的有效平台。據規劃，到
2025年，迪慶州力爭高原特色農業總產值達100億
元（人民幣，下同），建設高原特色農產品生產
基地超過10萬公頃，以「綠色食品牌」引領高原
特色農業發展。

擬打造「世界第三大冰葡萄酒產區」
今次「入灣」推介也是迪慶葡萄酒產業首次
在廣州開展的活動，涵蓋紅酒文化展與健康優品

展等，展出香格里拉近100種特色產品，吸引粵港
澳大灣區酒類協會、跨境電商、綠色食品等企業
負責人參加。目前，迪慶正着力打造成為「世界
第三大冰葡萄酒產區」，力爭在5年內將葡萄產業
打造成為綜合產值超100億元的大產業。數據顯
示，目前迪慶州釀酒葡萄面積近2萬畝，年產葡萄
7000多噸，年加工生產葡萄酒4000多噸。
「看好粵港澳大灣區及廣東沿海地區的市場
和前景，通過『雲品出滇入灣』將進一步提升企
業產品在灣區、廣東等沿海發達區域和一線城市
的知名度和市場佔有率。」香格里拉酒業股份有
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說。雲南藏地天香酒業有限公
司負責人也指出，通過這次活動，有更多粵港澳
地區的消費者認識香格里拉的葡萄酒，下一步該
企業將積極開拓灣區市場。

建溯源體系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
活動現場，灣區17家企業與雲南企業簽訂合
作協議。定位「粵港澳地區健康產業創新區」的
廣州國際醫藥港作為本次簽約企業，期待進一步
推動「雲品入灣」，在園區內劃定專門區域展示
雲南優質產品。
為進一步拓展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市場，未
來迪慶州還將推廣「綠色產品」電子身份證，擴
大孔雀碼「一品一碼」防偽溯源應用範圍；完善
「松茸質量溯源體系」建設，支持建立「迪慶州
葡萄酒產品質量溯源體系」，逐步建成冰酒、百
花蜜、尼西雞等產品溯源體系。雲南省政府駐廣
東辦事處副主任趙慶玲稱，接下來，將全方位宣
傳推介雲南各地產業發展成果，提高雲南各地在
粵港澳大灣區的知名度，進而帶動雲南各地農旅
文產業融合發展。

【本報訊】 「兩岸中醫藥名師對話」
23日在北京舉行，多位來自大陸和台灣的中醫
藥領域專家齊聚一堂，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
方式，交流兩岸中醫藥抗疫經驗。有台灣中醫
專家說，他借鑒大陸中醫名家的藥方，治愈了
台灣一名重症新冠肺炎感染者，並指出這是兩
岸中醫藥交流的成果。不少台灣中醫師紛紛肯
定大陸中醫藥抗疫取得的成果，希望台灣方面
能多向大陸學習，多給中醫師發展空間、鼓勵
中西醫結合。
台灣中醫師、修正藥業集團華夏中醫館
特聘專家謝發嶽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兩
岸中醫藥同根同源，希望通過交流可以將兩岸
過去很多重要的方劑再整理，比如張仲景的
《傷寒論》等，不要讓經典遺失。他說，因
為這次中醫藥在抗擊疫情中的優秀表現，台灣
的年輕人都開始重新審視起中醫藥，也開始肯
定中醫藥的功效，在台灣中醫門診的就診量也
大幅增加。
談及兩岸中醫藥經驗借鑒，謝發嶽說，
今年5月台灣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刻，他以天津
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的清肺排毒湯為基
礎，又結合台灣夏季氣候的特點，對該藥方做
了加減，並用此方治療了一名已被送到加護病
房的台灣新冠肺炎患者。「我感到非常驕傲，
這就是兩岸中醫藥交流的成果。」
親身參與過抗疫第一線的中國中醫科學
院、廣安門醫院急診科主任齊文升認為，較之

西醫，中醫藥在抗疫方面有着明顯優勢。「大陸
近兩年積累了不少中醫藥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
豐富經驗，應該多與台灣分享。」他說，「兩岸
應該加強中醫藥交流，互通有無，這是非常必要
的，對全球疫情的控制也會大有好處。」
齊文升表示，如果是輕症或普通型患者，
中醫藥就可以獨當一面，對於重型和危重型的患
者，更是必須用中藥化解「炎症風暴」，通過清
熱解毒、化濕排毒等方式，中藥對於降低新冠肺
炎死亡率方面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兩岸中醫各有所長
關於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中的療效，首
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中西醫結合中心主
任王憲波也非常認可。他表示，在抗擊疫情的過
程中，中醫藥的療效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此外
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新的方劑。中醫藥可以
改善症狀，比如退熱、止咳、減輕胸部憋悶等，
此外還可以促進肺部炎症的恢復，縮短患者的住
院時間。
王憲波表示，兩岸在中醫藥領域的交流非
常有必要且有意義，通過交流，讓我們對台灣中
醫藥的發展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台灣的中醫更
加傳統，更注重經典和中醫思維，而大陸的中醫
更注重傳承基礎上的創新，更多結合了現代醫學
的發展，非常與時俱進。」他認為，大陸應該多
借鑒台灣對於傳統的堅守，而台灣應該多借鑒大
陸的創新經驗。台灣中醫師吳麗鑫表示，大陸的
抗疫成果非常顯著，相信世界都看得到。

冬奥张家口700氢能车就绪 每车每公 ⾥ 减排1.2千克
【本報訊】（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帥 張家
口報道）隨着冬奧會的腳步越來越近，一輛輛代表着
中國新能源應用先進水平的氫能源車輛也蓄勢待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22日實地探訪冬奧會張家口賽區發
現，冬奧期間，張家口賽區將有近700輛氫能源汽車投
入使用，與傳統燃油車相比，平均每車每公里將降低
1.2千克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純電動汽車相比，
氫除發電外，還可將剩餘熱能轉化為熱水，供車內乘
客取暖使用，大大節省了能耗，完美貼合綠色冬奧理
念，有助於實現中國「碳中和」和「碳達峰」的目
標。
張家口市氫能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院執行院長王賀
武透露，冬奧期間，張家口賽區預計有近700輛氫能源
汽車投入使用，其中，氫能公交車有357部。截至目
前，張家口共投運氫燃料電池公交車444輛，覆蓋城區
9條公交線路，累計運行里程超2,100萬公里，完成載
客量超6,200萬人次，是全國燃料電池公交運行數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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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最穩定的城市之一。
利用可再生能源製氫
目前北京冬奧會使用的都是「綠氫」，即利用可
再生能源（如風電、水電、太陽能等）製氫，過程完
全沒有碳排放，又被稱為「零碳氫氣」。不過，與用
石化燃料製氫的「灰氫」和用石化燃料製氫、同時使
用碳捕捉、碳封存的「藍氫」相比，「綠氫」成本更
高，且不具備「灰氫」和「藍氫」化工技術成熟、生
產規模大的優勢。王賀武透露，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
域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相信未來3年至5年內將會實
現「綠氫」成本的大幅度下降。
王賀武表示，中國沿海地區潮汐能發電可以製成
氫能源。現在中國有1萬輛氫能源汽車，未來4年將迎
來迅速擴張，到2025年中國將達到8萬-10萬輛的應
用。目標到2025年，氫能源汽車平均里程價格可以達
到、甚至低於傳統燃油車水平。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
氫能在車輛方面的應用，王賀武透露，氫還有很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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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用。比如熱電聯供，輸出電能的同時也輸出熱
能。氫還可以儲存，在用量較少的夏季儲存起來，冬天
時便可用於冬奧會，節能又環保。
作為冬奧會氫燃料電池的提供方之一，億華通動
力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史建男表示，為本次冬奧
會，特別研發了耐低溫、抗高寒的氫燃料電池，可以
保證零下三十度的嚴寒環境中，車輛的快速啟動及安
全行駛。與動力電池相比，氫燃料電池更是具備超長
續航里程、加氫速度快、低能耗、零排放、無污染等
特點。
冬奧場館將使用綠電
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大賽區26個場館全部使用
綠色電能，在奧運歷史上首次實現全部場館100%綠色
電能供應。其實，冬奧場館使用的所謂「綠電」，是
指來源於張家口張北地區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電網試
驗示範工程產生的綠色電能。位於塞北的張北風電、
太陽能發電資源豐富，據悉每年可向北京輸送約14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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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時綠色電力，供應北京市大約一成的用電量。今次
北京冬奧場館用上綠色電力， 奧運村內房間採暖用電
亦全部來自風力發電，從源頭上減少了場館碳排放。

▲冬奧期間，張家口賽區預計投入近700輛氫能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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