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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下午，中国消费科技
趋势论坛暨粤港澳大湾区（珠海）投
资环境推介会举行。 多位专家及世
界 500 强和消费科技龙头企业代表
参会，共话未来科技与消费趋势。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
长张钰晶表示，随着市场消费需求
的日益多元化和差异化，中国将继
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引进
先进技术，促进公平竞争，为全球

商品和品牌提供充分展示的平台
和开放的市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
家邢自强分享，预计到 2030 年，中
国城市化率将升至 75%，增加 2.2
亿“新市民”。 他认为，以“超级城
市圈” 为明显特征的城市化 2.0，
将促进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自由流
动以及不同行业间的协同，大幅提
高生产力。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林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通讯员
粤市监报道：“我单位自觉承诺，知
交会活动上使用的项目、 展品、展
板、 展台、 宣传资料等内容进行审
查， 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2019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
览会（以下简称 “粤港澳知交会 ”）将
于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广州举行。
近日，各参展商陆续收到一份《知识
产权承诺保证书》（以下简称 《保证
书》）。 按照要求，参展商们均需在会

前签署《保证书》，承诺自觉遵守知
交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目前组委
会已收到绝大多数参展商签署的承
诺书，数量超过 300 家。

粤港澳知交会组委会负责人表
示，除了会前预防措施，知交会举办
期间还将设置“知识产权投诉站
点”，参展商或观展者可通过此站点
向知交会投诉涉嫌侵权产品。

本届知交会参展机构首次超过
300 家，参展规模刷新往届规模。

孙小果再审案有最新进展
出狱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案

公开开庭审理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讯
员粟华英报道：11 月 6 日，广州大学
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东省区域发展
蓝皮书研究会、 广州市粤港澳大湾
区（南沙 ） 改革创新研究院发布了
《广州蓝皮书：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
告（2019）》（以下简称“蓝皮书”）。报
告显示， 广州农村、 城镇居民 2018
年的人均文化消费分别为 5652 元、
2022 元，同比上涨 247 元、205 元。

蓝皮书中的《2018 年广州市文
化消费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课题指
出，2018 年，广州的文化消费“稳中
放缓”， 全国排名前列却后劲不足。
2018 年，广州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文
化消费分别为 5652 元、2022 元，同
比上涨 247 元、205 元， 分别增长
4.7%和 11%。 人均文化消费水平仍

处在全国前列， 但其优势在逐渐减
弱。2017 年，广州同期人均文化消费
5405 元，占人均消费性支出 13.3%，
位居四大一线城市首位， 但增幅以
4.7%排在北上深之后。

蓝皮书指出，当前广州的文化消
费存在不少问题， 建议强化文化产
品服务供给的针对性； 借鉴吸收其
他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
坚持创新导向， 对文化供给侧进行
全方位创新等。 其中，在提升广州农
村地区的文化消费水平方面， 建议
继续大力支持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和扩大农
村地区的文化惠民活动， 鼓励文化
产业、文化企业向农村地区进军，以
城带乡， 持续帮扶农村地区的文化
建设。

广州发布最新文化发展报告

年人均文化消费涨了200多元

2019 年《财富》全球科技论坛在广州举行

全球大咖畅谈前沿科技

下周举行的“2019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
交易博览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参展商参会需签保证书

中国市场和年轻人
是未来消费关键词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行到一半，
各展馆交易不断、亮点频现，多场含金量十足的
主题论坛同期举办。 中国消费科技趋势将走向
何方？全球消费市场的未来形态如何？多位嘉宾
就此畅所欲言、分享观点。

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王丹阳 赵映光 陈卓栋 欧阳志强

“超级城市圈”正逐步形成

电子商务将重塑全球消费市场

中国进口食品零售额首破万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

曦、 何晶报道：11 月 7 日 ，
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配套
活动 “2019 中国进口食品
行业峰会”召开。 峰会围绕
进口食品的全球化贸易发
展趋势、 新业态发展方向 、
如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
行业热点进行了积极交流。

《2019 年度中国进口
食品行业报告》在峰会上发
布。 报告显示，水海产品及
制品 、肉类及制品 、乳品成
为最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

食品 ， 这三类食品 2018 年
的进口金额分别为 122 亿
美元 、111 亿美元 、107 亿美
元，在各大类进口食品中排
前 3 位，其进口金额加在一
起，占到了进口食品总额的
46.1%。

据 介 绍 ，2018 年 中 国
进口食品来源地达 185 个 ，
总额达 735.7 亿美元 ，同比
增长达 19.3%。 进口食品的
市场零售规模首次超过万
亿人民币，日益成为国内消
费的新动能。

会议期间 ，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与新西兰中
国商业圆桌会、德国农业企
业联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会长曹德荣表示，中国进口
食品行业在国家政策促进 、
消费需求拉动、科技创新推
动下，必将迎来更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 此外，本届峰
会上，中国首个以进口食品
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 “中
国进口食品研究院 ”正式揭
牌。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

“前三季度，广东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77191.22 亿元， 按可
比价格增长 6.4%。 第一产业增
加值 2936.55 亿元， 同比增长
3.8% ；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30811.55 亿元， 增长 4.6%；第
三产业增加值 43443.12 亿元，
增长 7.9%。 ” 在佛山市高明区
工商联， 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团
专家、 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教授岳芳敏用数据说话， 分析
了前三季度广东经济“成绩单”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特点。

岳芳敏表示，根据前三季度
的数据， 广东实现全年的经济
增长目标已无压力。 粤港澳大
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
效应， 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拉动
效果显现。

“内部需求是广东经济的稳
定器。 ”岳芳敏解读说，前三季
度， 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423.4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8%，创今年以来最高增速。

在潮州市总工会的报告会
上，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团专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向晓梅表示， 当前经济没
有市场上普遍反映的那么悲
观，政策效应正在显现，市场活

跃度改善， 持续的通缩和经济
失速性危机可能较小， 经济下
行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
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在合理区
间， 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
变。 同时，要正确认识中国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理性看待、
正确辨析中美经贸摩擦。

新动能加快成长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广东工业经济呈现增速企
稳、结构优化态势，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 ”在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的报告会上，广
东经济形势报告团专家、广东省
工信厅副厅长吴东文介绍，“今
年前三季度广东工业企业经营
总体稳定向好，1 月至 9 月，广
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5%；
广东完成工业投资 6248.87 亿
元 ，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68.7%； 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累计实现 10.49 万亿元，增
长 3.1%，总量居全国第一。 ”

吴东文指出，广东工业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 新动能加快成
长壮大： 前三季度先进制造业
增加同比增长 5%，占规上工业
比重 55.9%； 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 7.4%，占规上工业
比重 31.5%； 部分工业新产品
产量增长较快，3D 打印设备增
长 270.8% 、 新能源汽车增长
76.0%、 动车组增长 66.7%、液
晶显示屏增长 31.8%；5G 基站
建设全面提速，截至 9 月底，全
省建成 5G 基站 21473 座……

“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
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团专家、广
东省委党校教授张海梅在江门
做报告时表示，当前，广东经济
增长依然潜力巨大， 仍具有实
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
放走过的历程让广东有了应对
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和强大底
气， 今年又迎来了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只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保
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

一定能化挑战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成绩。

报告会鼓舞人心
企业有信心加速发展

报告团专家站在历史和全
球视野的高度， 全面深入分析
当前经济形势， 正确辨析中美
经贸摩擦， 充分展现新时代广
东经济稳中向好、韧性强、潜力
足、预期好的良好态势，对于引
导社会公众准确看待当前经济
形势，进一步稳定预期、振奋人
心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前三季度广东经济的解
读， 让企业认清了当前经济形
势，增强了信心。 ”广东永利坚
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霍志华
说，“企业只有把品质和品牌做
好，才会有好的发展。 ”

广东万方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学钊表示， 报告会讲
课方式“接地气”，从全国经济
形势到结合广东实际， 对未来

发展预判分析， 很吻合企业的
实际需求。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
营业部经理郁章庆仔细聆听了
报告会， 并不时用笔摘写重要
内容。 他表示，雅图仕在多年前
就进行自动化升级， 适应了目
前的供给侧改革重点，“今天听
了报告后， 认识到现在的经济
形势对我们而言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 反而没有以前那么担忧
了，更有信心了。 ”

“这场报告会让我们师生更
全面地了解了全国和广东经济
的发展情况，保持稳中有进，经
济结构不断优化。 ”中大南方学
院商学院副院长钟肖英告诉记
者， 正在研究的电商领域的课
题也可以与报告的内容相结
合， 更详尽掌握广东的经济发
展脉络。

听了报告后，中山大学南方
学院商学院 18 级金融学陈嘉
妮最感兴趣的是 5G 在广东的
发展和布局， 她切身感受到学
校作为 5G 应用的试点校园带
来的便利和高速， 更希望以后
能结合兴趣在粤港澳大湾区找
到发展机会。

接下来，广东将继续开展新
一轮经济形势报告会， 进一步
扩大宣讲范围， 将实现省属高
校全覆盖， 全省上下全年联动
举办超 1000 场报告会。

今年 4 月以来，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会同省委教育工委、省直机关工委、省
国资委、省工商联、省总工会等部门组建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团，走进全省高校、机
关、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和商会等开展经济形势宣讲，同时各地市联动举办
经济形势报告会。 目前报告团已举办 800 余场报告会。

近日，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在佛山高明区工商联、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江门
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和潮州市总工会举行，引起热烈反响。

“新消费重塑全球消费市场的
未来形态”主题论坛同在 11 月 7 日
举办。 论坛上，与会嘉宾分享了 5G、
VR、 电商给未来消费市场带来的影
响，认为未来全球消费市场的关键词
是“中国市场”和“年轻人”。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副巡视员朱炼认为，电子商务推动
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国内
消费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推动我国
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
设发展的新引擎；2016 年至今，我
国已经和越南、俄罗斯、新西兰等
22 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相关合
作备忘录，这将重塑全球消费市场
的未来形态。

“过去两年，我们在平台上观

察得到了未来消费的两个关键
词———‘中国市场’和‘年轻人’。 ”
小红书创始人瞿芳说，随着生长于
互联网时代的 90 后、00 后成为全
球消费市场的主流人群，他们高度
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推
动了新消费的兴起和发展，也为新
品牌带来新机会。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教授王健表示，讨论全球消费
新形态，最不能忽视的是数字经济
背景下跨境电商带来的全球市场
转型。“考虑到云计算、区块链、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2019 年
将掀开电子商务发展的另外 20
年。这 20 年的变化，集中起来将使
全球市场发生根本性转型。 ”

镶 4 万多颗钻石的黄金马桶、
总价超千万元的钻石吉他

进博会上两款“壕品”
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何晶摄影报道：日前，记者走访
第二届进博会的珠宝展区了解
到，MATRO GBJ 海外珠宝集
合店作为本届最大的珠宝展
商，带来了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个海外珠宝品牌参展。 其
中，来自香港冠玲珑品牌的“钻
石吉他”和“黄金马桶”成为了
最引人瞩目的两件“宝贝”。

11 月 6 日下午， 在吉尼

斯 世 界 纪 录 评 判 员 的 公 证
下，黄金马桶创下“镶嵌最多
钻石马桶”吉尼斯世界纪录，
钻石吉他则被吉尼斯纪录认
证为“最有价值的吉他”。

据 介 绍 ， 该 马 桶 将
40815 颗共重 334.68 克拉的
钻石， 镶嵌在防弹玻璃物料
上 。 吉他镶嵌钻石达 400 克
拉 ， 目前总价近 200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1300 余万元 )。黄金马桶 钻石吉他

参观者在第二届进博会科技生活展区体验 VR 赛车 新华社发

经济形势报告团走进高校、机关、企业，解读粤经济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已无压力
广
东

“超级城市圈”正逐步形成

电子商务将重塑全球消费市场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口博览会

多场主题论坛与
第二届进博会同期举
行， 嘉宾热议全球消
费市场未来形态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 通讯
员穗外宣报道:11 月 7 日至 8 日,
2019 年《财富》全球科技论坛在广
州举行，这是该论坛永久落户广州
后连续第三年在广州举办。 本届论

坛以“创新 ,共建美好未来”为主
题，来自世界各地创新经济领域的
嘉宾围绕 5G、医疗和生物科技、智
慧出行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

据新华社电 继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孙小果再审案件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开庭审理后，11 月 6
日至 7 日，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孙小果等 13 人涉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犯罪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孙小果于 1994 年、1997 年因
犯罪两次被判刑， 特别是 1997 年犯
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 强制侮辱妇女
罪、寻衅滋事罪，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
影响。孙小果出狱后，网罗刑满释放人
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以昆明市五华区
国防路的昆都 M2 酒吧为依托， 逐步
形成了以被告人孙小果为组织者、领

导者，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光为
积极参加者，冯俊逸、赵捷、王子谦等
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
拘禁、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妨害作证、
行贿等犯罪及其他违法行为， 严重破
坏了经济、社会管理秩序。

庭审中，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
到庭参加诉讼。 曹靖、王子谦等 4 人
当庭认罪认罚。

据悉，11 月 6 日，玉溪市江川区
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的李爽等 22 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
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
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
意伤害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围 绕 5G 发 展 问 题 ，Paul�
Scanlan 表示，5G 应用带来的不仅
仅是速度的加快,对健康产业、制造
业等方面也将有广泛影响。

“华为向美国公司转让 5G 专利，
究竟是怎么回事？ ” Paul� Scanlan 回
应，“美国会从中国购买， 中国也会从
美国购买，这是全球贸易的供应链，我
们自然而然就想到解决途径， 那就是

对话”。
杜叶青介绍了华为 5G 商用服

务相关情况。 他表示，华为将为全国
提供超 10 万个基站，“在广州市我
们已经提供了超 1 万个基站”。

“今年华为已和 60 个全球各地
的 5G 运营商签订了合同，大概占了
世界的三分之二， 其中一半已经商
业化了。 ” 他表示。

华为运营商业务首席技术官 Paul�Scanlan
和 5G 产品线副总裁杜叶青： 5G 应用将带来广泛影响

在论坛上， 李楚源表示，“最近
大家对中国几大一线城市有一些评
论，有些人说上海是天下、北京是世
界、深圳是未来、广州是生活，因为
广州是非常宜居适合创业的城市”。

李楚源表示， 在世界上的著名
湾区中，旧金山湾区以科技为主，纽
约湾区以金融为主， 东京湾区以工

业城市群为主， 粤港澳大湾区是以
科技 + 金融 + 产业为主的一个湾
区，四大湾区各有特色。

他透露， 广药集团将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准备在澳门落
户广药集团国际总部， 将把澳门作
为广药集团国际化的一个重地打
造。 ”

广药国际总部将落户澳门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

李德紘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推进， 相信未来大湾区各
城市间将实现地铁的快速连接。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
有很多工作要做。 ” 他表示，目前从

广州到香港、 澳门需要先前去高铁
站， 抵达目的地后还需找出租车或
公交、地铁换乘，未来大湾区城市间
要形成完整便捷的交通通道， 地铁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大湾区各城或将地铁连接新加坡国家工程院院士李德紘:

“汽车行业使用 5G 技术,不光
是锦上添花, 而是死亡与生存的问
题。 ” 沈晖表示，5G 具备低延时的
特性，这将使自动驾驶更智能、更安
全。

沈晖形象地比喻道，以前的 2G

技术相当于在乡村路上开车， 现在
的 4G 技术相当于在高速路上行驶，
未来的 5G 技术相当于开飞机，“我
们希望能在汽车上利用 5G 技术，未
来的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
同时也是一个智能的终端。 ”

5G 能让自动驾驶更安全威马汽车公司创始人官沈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