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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唐
勇义）5 月 15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
悉，今年 1-4 月，来自港澳地区的投
资占中山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比重超过
70%。截至目前，来中山投资的 4300多
家外资企业中，其中港资企业超过
2400 家，占 55.8%，投资总额超过 260
亿美元，涵盖制造业、信息业和金融业
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山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

“这次过来考察，我才发现除了灯
饰外，中山还有很多不错的新兴产业。
经过考察，我对中山的物流行业和高校
的产学研合作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了
解。”日前，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商会副
主席刘敏行到中山考察时表示，香港企
业家大多对中山的传统产业如灯饰产
业印象比较深刻，但这次的考察，也让

他感受到深中通道给中山带来的新发
展机遇，让他认识到更多的合作可能
性，“此次过来，我想多方面地了解中
山，寻求合适的合作机会”。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山与香港、
澳门的高校合作主要集中在健康医药
领域。当前，香港与中山就合作创建国
家级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区达成意向，
其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发挥香港
医药监管机制、自由港、连接国际作
用，争取在全球创新药同步应用、细胞
免疫治疗等前沿医疗技术率先研究应
用等政策在中山先行先试，目标是将
创新区打造成为世界级生物医药研发
集聚区、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际
一流的高端医疗科技服务集聚区、深
化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及健康领域高层
次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记者昨日从
火炬区获悉，5月13日，火炬区武装部与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军民
融合发展互助共建单位”签约暨揭牌仪
式。据介绍，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军民融合发展互助共建单位”是该
区武装部建立的第二个军民共建单位。

据介绍，下一步该公司将以开展国
防教育活动、军事训练、建立民兵队伍、

协调军地沟通、定期开展座谈交流等形
式，尤其是建立企业民兵队伍，为火炬
区经济社会和国防战备、应急抢险做好
服务。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以
“军民融合发展互助共建单位”为新起
点，一如既往支持火炬区和全市的国防
建设，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互助共
建”有效落实。

广东通宇成为“军民共建单位”
将开展国防教育、定期座谈交流等活动

据新华社电 15日A股市场大幅反
弹，四大股指盘中涨幅一度均逾 2%。最
终，上证综指收复29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2902.64点高开，全
天震荡上行，最终收报 2938.68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55.07点，涨幅为1.91%。

深证成指收报 9259.03点，涨 220.67
点，涨幅为2.44%。

创业板指数涨2.28%至1528.69点。中

小板指数收报5700.07点，涨幅为2.33%。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品种

近 3500只，下跌品种约 160只。不计算
ST股，两市逾10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几乎全线上涨，单晶硅、
电子烟、人造肉涨幅居前，涨幅均在 5%
以上。沪深B指当日涨幅也均逾 1%。上
证B指涨1.30%至298.33点，深证B指涨
1.41%至970.12点。

A股反弹深市三大股指涨逾2%

上证综指收复2900点大关

“五一”小长假的支付数据显示，移
动支付用户群仍在快速增长，使用场景
快速增加。从纸币、存折、银行卡到移动
支付，支付手段已经打破“止于支付”的
局限，正在构建人们的智慧生活。

微信和支付宝数据显示，“五一”
假期，微信支付线下消费日均笔数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 79%；人均使用支付
宝消费金额近 1800 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逾一成。

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迅速丰富。
“五一”期间，选择用微信搭乘公共交通
的人数同比增长215%；在加油站的消费
同比增长116%。在超市、停车场、餐厅等
大部分生活场景中，扫码支付已经得到
普及。

移动支付使用人群也正向两端扩
展。“五一”期间，“00后”在境外使用支
付宝的人数迅猛增长8倍，人均消费560
元；微信支付也有类似数据，60岁以上
用户消费笔数增幅很快，较去年同期增
长154%。

移动支付也在快速走出国门。支付
宝已经让消费者在日本东京、泰国曼谷
等旅游目的地实现一部手机畅快游；

“五一”期间，微信支付在多个周边国家

日均交易笔数大幅增长，俄罗斯增幅高
达 20倍，在柬埔寨、菲律宾增幅也有 10
倍之高。

从全行业看，“五一”期间，银联二
维码支付和银联手机闪付的日均交易
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5.1倍，交易金额同
比增长5.3倍。

移动支付便利了生活。而今，支付
已不仅是支付。移动支付手段的发展正
在成为人们享受智慧生活的助推器。

扫码购、社交支付、无感支付、自助
点餐、小程序乘车码……基于移动支
付，越来越多类似的场景正在变为现
实，对传统行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智慧
化改造。

移动支付带来的变化，是技术的升
级迭代，也是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表
现。随着经济向繁荣迈进，支付手段迅
速更新。纷繁的支付手段也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注脚。

“移动支付从线下场景支付环节开
始，已经扩大到对整个消费链的打磨。
不同行业数据的交叉、跨界，将带来无
限的想象空间，助推智慧生活加速到
来。”微信支付行业应用副总经理郭润
增说。 新华社

古镇举行第二场原创灯饰拍卖会，设计师热情参与，企业有所观望

如何点燃灯饰原创设计热情？
前4个月港澳投资占

我市实际利用外资70%

扫码购、社交支付、无感支付、自助点餐、小
程序乘车码……越来越多类似场景变为现实

移动支付正在构建智慧生活

5月13日下午，古镇举行第二场原创灯饰拍卖会，时隔一个多月，这次参与拍卖作品达50
件，是首次拍卖作品的数倍，参拍企业数量也比首次增加。拍卖会场内场外、线上线下，设计师实
时关注拍卖行情，但相比设计师的热情，企业方对此却存在观望。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
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史炜认为，发展原创设计是古
镇灯饰产业从中低端传统制造模式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的关键，但如何整合设计师资源，激发原
创产业活力，亟须集聚一批生产服务型的企业，这需要政府牵头搭台，企业唱戏，方能形成氛围。

●两次参与拍卖各有忧喜
湛江涛、阮秋明、黄宝基 3名

灯饰设计师均入行 10年，去年离
职在鸿兴·创谷成立了设计工作
室。两次原创灯饰拍卖，3人均拿
出作品以工作室名义参与。首
次参加拍卖，一款“凤凰于飞”
以1.15万元成交。第二次参加
拍卖，他们又有7款产品出现
在拍卖会上，最终拍出3款，
一款轻奢北欧风的“律动”
以2000元起拍，以1万多元
拍出。

3 人开工作室前，均
是资深设计师，用他们的
话讲，在工厂“养老”，年
薪也都达到二三十万
元。但 3 人不甘于“养
老”，成立了独立的工

作室。其中，湛江涛曾有与人合伙
开工厂的经历，不过那次经历并不
愉快，最后他又回到工厂“打工”，
经历也让他更认清设计才是自己
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工作室，定
位为设计创意，轻资产，只有“电
脑+人脑”，目前已签约9名长期合
作客户。“我们的设计能力得到了
解放，未来的收入水平也会比以前
提高。”湛江涛说。团队希望积累资
金后，未来能做成像国外设计师那
样的品牌工作室，不单是服务厂家
设计，更能够将设计最终变成产品
在市场上流通。

“凤凰于飞”被一名设计师买
家拍走，这位设计师从事酒店工
程，主要做私人订制项目，该灯饰
设计恰好可在不少场景应用。该设

计师私下表示，如果有人
继续竞价，他愿意花3万元
购买。此次参拍的“律动”，
是工作室花了半个月研发
出来的，原先定价是 2万元，
最终拿出来参与 2000 元起
拍。湛江涛直言，如果不通过
拍卖会，以 3人在业界的资历
和对市场的理解，这些作品
通过自身渠道推销，可
以卖出更好的价格，
然而，他们却希望
能够推动拍卖会
做起来。“参与拍
卖是我们的态度，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
关注设计师品牌，愿意培育
设计师品牌市场。”

●拍卖背后需沉淀价值和服务

骏扬照明经营灯饰 30 年，如
今在星光联盟经营品牌店，全国
有六七十家专卖店。总经理周朱
明说，拍卖会当天，在朋友的介
绍下，他抱着看一看的心态参
加，并没有计划去买，结果却
拍下 4件国外设计师的作品。
“完全是意想之外，这些设计
师的作品很好，正好符合我
们正在打造的一个系列，
所以就买下来了。”他说。
工厂本身有专门设计团
队，以往他跟外面的设
计师合作，都要挑有名
气的，至少要得过“红
点奖”才会对接合作，
不过这次拍卖会的

作品确实很好，很符合国内外销售
市场需求。

对于拍卖会，周朱明认为有利
有弊。利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有了解
设计师的渠道和作品，同时能够将
国外设计师的作品也对接进来，给
灯饰厂提供便利。他又认为设计师
作品的行情，也不能太过于透明，这
样容易把设计师的价值“框住”。另
外他个人认为，国内设计师的产品
设计水平仍需要一些火候。“我认
为，鼓励设计师开工作室，或者用拍
卖会的形式推广原创作品，还有很
多路要走。产品拍卖出去，仅仅是第
一步，设计师不是将图纸卖出去就
行了，还需要有后续的服务。设计师
通过拍卖会引起市场的关注，是第

一步，更重要的是真
正沉淀下来，做好
口碑服务，不要急
着将产品往外
推，要打磨，沉
淀，不要走得
太快、太急。”

这次拍卖会
推出 50 件作品，
最终拍出 13 件。拍卖会
的模式很直白，甚至红点设计
师的参拍作品也会流拍，而不
太知名设计师的作品也可能被
买家拍走。第二次拍卖，主办方
邀请来国外设计师参与，最终有9
件外国设计师作品参与拍卖，过半
被买走。

●对过往生产营销模式进行变革

古镇灯饰学院副院长曹
利观看两次拍卖后表示，第
二次总体要比第一次成
熟，行业人士参与和观望
的人都增加了，但总体
上，行业对原创设计的
交易仍处于一种观望状
态。另外，企业主对设
计的要求明显提高，
愿意为好作品买单。
从交易结果也折射

出古镇灯饰原创底子薄，设
计师创作的作品还有提升的
空间，企业对原创设计仍然
持观望态度，原创设计氛围
不够。他表示，好的设计作品
能够给灯饰企业带来非常直
接的效益。但同时由于灯饰
作品易被模仿抄袭，影响了
设计师的积极性。行业内，仅
有大企业能坚持原创设计，
大部分的企业仍不具备原创

设计能力。随着OEM利润越
来越透明，只有将原创设计
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做起来，
才能服务产业的转型。

周朱明告诉记者，当前
发展原创设计，古镇具备了
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以往
原创产品怕被抄袭，现在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正在加大，
企业维权一般可以一步到
位，这给了企业加快原创步

伐的信心。记者了解到，如何
推动原创设计，古镇相关部
门从知识产权和交易入手，
也在开展相关探索。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教授、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
员史炜当天也观看了拍卖会
现场。他认为，在内外市场环
境倒逼下，古镇灯饰产业正面
临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的转
变，对原创设计的需求提升，
但集群几千家大小企业，有各
自设计师，如何整合资源，如
果仅靠市场主体自身发力，因
缺少统筹规划、资金、人才，效
果不佳。因此，仍然需要政府
牵头搭台，企业唱戏，发展一
批能服务产业所需的生产服
务型企业或平台作为支撑，把
原创设计的产业氛围真正调
动起来。他建议政府搭台，对
相关企业实施一揽子扶持工
程，搭建“大数据”平台，不仅
将原创设计交易环节纳入，更
要将各大卖场的交易数据也
逐步纳入其中，发展平台经
济，改变“前店后厂”的传统销
售模式。

文/本报记者 黄凡
图/本报记者 文波

5月13日，古镇第二
次设计师原创灯饰拍卖
会在鸿兴创谷举行。

灯饰拍卖
会吸引到场企
业频频举牌。

主动参与扫黑除恶工作，
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关于黄锡明因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吴举“12·10”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一案申请听证，根据《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
定于 2019年 5月 28日 15时 30分在石岐区民生路 38号市政
府民生办公区七楼中山市应急管理局701会议室公开举行听
证会。

特此公告。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5月16日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128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6、4
“排列五”中奖号码：0、6、4、0、3
兑奖时间从2019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15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905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2、04、06、19、22、02、06
兑奖时间从2019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15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5月15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28期开奖结
果如下:
基本号码：（02）、（18）、（22）、（25）、（31）、（33）
特别号码：（0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28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9）、（8）、（0）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28
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4）、（兔）、（春）、（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好消息：继4月21日、4月28日、5月2日、5月7日，东
凤、东升、东区、南区彩民先后中得817万元、725万元、
2454万元、511万元双色球大奖之后，5月12日“双色
球”第2019054期开奖，位于石岐区康华路恒基花园
22栋1层4卡的44110442号福彩投注站中出了1注一
等奖，奖金674万元。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
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