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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烧”旺夜宵经济
部分餐饮店通宵营业

中山 6 个省级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将获逾千万元资金扶持

夜幕降临，我市部分路段成为食客云集之地，不少店主希望能
解决停车难问题，
刺激消费

【

】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
火炬开发区颐岭路不到 500 米的区间内，
七八家主打小
龙虾的大排档展开激烈竞争。有商户为吸引顾客进店，
在门口摆活虾以示新鲜；
有的则把亮眼的招牌立在路边，
吸引着来来往往潜在消费者的眼球。入秋以来，
中山高温不退，
夜宵经济持续被引爆，
因客人不断，
许多商家纷纷营业至天亮。

统筹 ：本报记者 查九星
采写：
本报记者 卢兴江
见习生 陈家浩
摄影：
本报记者 卢兴江

●小龙虾
成就“不夜城”
8 月 19 日晚 10 点，记者来到
火炬开发区最热闹的大庙街，不
少市民正在鹏泰百货附近的夜宵
摊档吃宵夜，但满座程度不及往
年，且规模也大幅缩减。询问一名
摩的司机，得到的答案是：
“ 风头
都被颐岭路的大排档抢走了，他
们通宵营业，简直成不夜城了。
”
辗转至颐岭路中段，路边的
大排档果然一个挨着一个，而且
每个大排档都聚集了很多的食
客，其中，主打小龙虾的大排档就
有七八家。为突出特色，档主们不
仅将“小龙虾”
“ 香辣虾”字样做成
巨幅招牌，挂在门面上，而且小龙
虾的形象和“十三香小龙虾，满两
斤送一斤”的广告语，都被印制在
灯箱上，立在路边最为显眼的位
置，以吸引过往行人的眼球。
一家大排档的张师傅正在烹
煮十三香小龙虾，加入油，放入
小龙虾，13 种调料逐一入锅，几次
翻炒，香喷喷的十三香小龙虾出
锅了。端上桌时，市民陈小姐和她
的两名同伴顾不得形象，抓在手
中，直接开吃。张师傅告诉记者，
他做了十多年的夜宵大厨，每年
的夏秋时节，晚 6 点左右就会开
档，一直要忙到次日凌晨四五点
钟。今年 8 月以来，很多时候要忙
到天亮才能收工。
“ 不过，虽然很
辛苦，但看到有这么多市民帮衬
我 们 ，吃 我 烹 调 的 虾 ，感 到 很 自
豪，也很满足。”
张师傅说。
小龙虾虽然“小”，但吃法五
花八门，爆炒、油焖、红烧，不仅做
法各有千秋，口味也分为蒜蓉、十
三香、香辣、麻辣等种类，很受市
民 欢 迎 。小 龙 虾 走 俏 的 同 时 ，饮
料、啤酒等消暑饮品也是异常火
爆，他们让火炬区的夜色多了一
份魅力。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刘明
林芷君）8 月 21 日，记者从横栏镇获悉，
位于该镇的市级孵化基地——造明公
社组织外贸创业者对接横栏及周边区
域照明灯饰产业优质供应商资源，以组
团的方式和工厂进行合作洽谈。
来自中山市区、古镇、横栏及小榄
的近 30 名外贸创业者参加，走访的 8 家
企业都是横栏镇政府评选的中国照明
灯饰制造基地首批名优企业，企业产品
类别涵盖家居照明、商业照明、户外照
明以及非标定制等。通过企业走访，外
贸创业者眼界大开，也为他们谋求共赢
起到了促进作用。

火炬开发区颐岭路一带的大排档主打小龙虾，食客如云。

●烤生蚝带旺库充夜市
一些喜欢吃夜宵的朋友说，深夜
时分采访夜宵经济，可以去库充夜市。
原因很简单，那里的烤生蚝非常出名，
七八间烧烤档，
家家都烤，好不威风。
库充夜市就在库充市场的对面。
当晚 11 点我们到达时，大片空地上摆
放了上百张桌子，而且多半有食客上
座，食客们猜拳行令，觥筹交错，夜宵
老板和雇员们也忙得不亦乐乎。
巡市发现，所有烧烤档确实都有
烤生蚝售卖，通常为 68 元一打，肥美
的上等生蚝去到 108 元一打。一张圆
桌上坐了 4 位年轻人，点了四打生蚝、

两只烤茄子、10 串烤羊肉，外加一盘牛
肉炒河粉。一位姓梁的先生告诉记者，
他本人住在东区，有两位客人从深圳
来，为陪客人，他还叫来了一个同事，
来库充市场宵夜，正是奔着烤生蚝来
的。
老曹来自四川，微胖，50 多岁，性
格颇为爽快，在市场经营夜宵差不十
年。见有老顾客落座，老曹立刻端上一
杯免费的茶水和一盘免费的水煮毛豆
花生。实际上，顾客只点了一份 10 元
钱的牛肉炒河粉。老曹说，不管顾客点
什么夜宵，茶水和花生毛豆全当是见

面礼吧。
“我售卖的生蚝 68 元一打，如果
现在点单，会立马派人开。”老曹认为
现开的生蚝新鲜，口感更好。帮老曹招
呼客人，完成烧烤的都是自家的亲属，
老曹说，夜宵这活不好干，不光是烤出
好味道，还要做好服务，档位即便只有
一位客人，即使坐到天亮，我们也不能
打烊。
记者问老曹，一个晚上能有多少
收入？老曹笑而不答，只说“还行！”听
到政府现在非常支持发展夜宵经济，
老曹显得很开心，
“这政策好啊！”

●“停车难”是个大问题
时间来到 8 月 20 日凌晨，记者离
开库充夜市时，现场依然有超过百人
吃夜宵，而且时不时还有客人落座。接
着寻访南下食街、石岐食街等夜宵街
市，虽然客流大幅减少，但夜市依旧灯
火辉煌。

记者探访发现，制约夜宵市场发
展最重要问题是停车难。颐岭路夜市
沿路自发形成，记者驱车前往采访，绕
了 10 多分钟才在背街找到一个车位。
库充夜市停车位不算少，但夜市高峰
时段也是一位难求。南下食街的情况

则更为糟糕，夜市时段，压根就找不到
停车位。
基于此，夜市业主希望交通管理
部门更加人性化管理，允许车辆夜间
在路边临时停放，
不流动抄牌。

取消了 20 个产品项数量限定，将为中小企业出口带来极大便利

据新华社电 21 日 A 股市场涨跌互
现，呈现沪强深弱格局。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75.47 点低开，
全天窄幅震荡，最终收报 2880.33 点，较
前一交易日微涨 0.33 点，涨幅为 0.01%。
深证成指收报 9322.75 点，跌 5.98
点，跌幅为 0.06%。
创业板指 21 日高开低走，最终报
收 1609.83 点，比上个交易日跌 1.76 点，

目后续建设。工信局将对获得资助的项
目进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开展考察，及
时了解企业工业互联网实施效果。
东方国信（中山）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这次作为其中 1 个项目的牵头单位和
3 个项目的联合单位。4 个项目中，其牵
头的“家电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获得
241.8 万元扶持。该项目主要解决家电产
业企业生产节奏难以控制，物料、人力、
部门、供应商之间等的信息无法共享，
管理效率低下，难以实现生产深度定制
化，上下游企业信息不透明制约协同效
率提升等普遍性问题。据东方国信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负责的 4 个项目进展
顺利，均通过验收。另外，中荣印刷的项
目已经上线完毕，正在运营使用；领先
展示和世宇科技的项目正在进行上线
辅导 ；家电平台中公有云平台运行正
常，企业端私有云平台也在上线磨合
中，同时正在准备新的云平台工作。

“造明公社”组织外贸创业者
组团对接大型灯饰名企

中山首份中国-东盟升级版原产地证书签发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何
雪雁）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已于 8 月 20
日正式升级实施，中山海关当日为广
东格兰仕微波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签发了拱北关区首份中国-东盟新版
原产地证书。凭借该份原产地证书，该
公司这批出口至越南的价值 8.99 万元
的微波炉将享受进口国零关税优惠，
节省关税约 9000 元。
中山海关业务专家程昊平 21 日介
绍，修订后的中国-东盟协定书优点更
为突出，表述更加清晰，规则适用更加
灵活，适用直接运输规则更加简便，简
化了中转货物证明文件提交，解决了
长期困扰东盟国家的直运单证提交问
题。同时，申请原产地证书范围进一步
扩大，申领原产地证书的主体由出口
商扩展到出口商和生产商，取消了每
份证书的产品最多只能申请 20 项产品
的注释限定，进一步提升了便利性。

本报讯（记者 黄凡）我市 6 个工业互
联网标杆示范项目通过验收，并将获得
1165.79 万元的资助划拨金额。市工信局
近日下达了 2018 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
项（企业技术改造用途）资金（支持工业
互联网发展）标杆示范项目资助资金。
这 6 个项目分别是：完美（中国）有
限公司的“ 供产销一体化协同改造项
目”、东方国信（中山）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家电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奥美
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装备
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示范项目”
、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中荣印
刷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广东世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游艺设备制造及运营
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广东领先展示
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先展示工业互联网
云平台”。6 个项目中，扶持金额最高的
一个为 257.4 万元，最低为 109.7 万元。奖
补资金要求项目专账管理，主要用于项

“20 项产品注释限定的取消，将给
我们中小企业带来很大便利。”前往办
证的梁小姐告诉记者。旧版模式下，工
厂曾试过出口同一批货一共填写申请
了 5 份证书，非常繁琐。程昊平补充说，
中山家具、五金配件、灯饰等产品的出
口，同一批出口货物常常超过 20 项的
产品，以往只能开多份证书，对应多张
发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有的企业
因为不熟悉流程，导致证书和发票对
应不上，影响了清关。如今新版证书，
货物项数多也可以申请一份证书，一
张发票，操作起来更为便利。升级版还
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优化，标准从原
来的 3 项增加到 5 项，
分类更精确。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是中山海关签证量最大的自贸协定优惠
原产地证书。2018 年，中山海关签发了
20842 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书，
签证金额 8.6 亿美元，
可为企业获得

东盟进口关税减免约 8132 万美元。
中山
海关专家表示，
自贸协定升级版生效后，
企业可以更简捷地申请到中国-东盟自
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更方便地享受东盟
海关的关税减免，
将大大提高中山外贸
企业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
有利于出口

企业将自贸协定优势转化为企业扩大出
口的优势。
有企业表示，
对升级版证书的
清单要求和新增标准还在适应当中，
对
此，
中山海关建议企业可向海关了解新
的原产地政策，
及时申办原产地证书，
充
分享受自贸协定政策红利。

【背景链接】
2010 年，中国和东盟正式建立
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顺应了
经济全球化趋势，也给地区国家的人
民带来了巨大实惠。数据显示，中国
已连续 10 年保持为东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
伴。今年 1-7 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
贸 易 额 2.3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3.5%。此
次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

式全面生效，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和
东盟的经贸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中
国和东盟国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据了解，第 16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
于今年 9 月 20 日在广西南宁开幕，将
聚焦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助推
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服务
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全面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

A 股昨涨跌互现 呈现沪强深弱格局
跌 幅 0.11% 。当 日 ，创 业 板 成 交 金 额
884.6 亿元。创业板当日交易的股票中，
有 346 只个股收盘报涨，阳光电源等 10
只个股涨停。
中小板指 21 日低开低走，最终报

收 5828.91 点，比上个交易日跌 5.73 点，
跌 幅 0.10% 。当 日 ，中 小 板 成 交 金 额
1196 亿元。科创板除沃尔德上涨 2.30%
外，其他个股均下跌。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

近 1600 只，下跌品种逾 1900 只。不计算
ST 股，两市近 40 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远洋运输、电子化
学品、PCB 概念涨幅居前，
涨幅逾 2%；
大
豆、
人造肉等概念跌幅居前，
跌幅逾 2%。

据 悉 ，当 前 照 明 灯 饰 行 业 国 内 市
场逐渐饱和，国外市场虽然面临贸易
战影响、竞争加剧等多方压力，但从整
个产业布局分析外贸出口仍然存在一
定的增长空间 。传统外贸模式中大公
司轻“销售”、小型贸易公司轻“产品”
的发展模式，将成为照明灯饰产业出
口增长实现的制约因素 。为了让更多
的中山企业突破外贸瓶颈 ，造明公社
为 此 还 专 门 成 立“SOHO 之 家 ”，组 团
对接更优质的供应商，解决工厂、外贸
业务在信任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方
面的问题，为照明灯饰产业外贸市场
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巴德士艺术漆登陆柬埔寨
拟在金边兴建体验馆
本报讯（柯颂 通讯员 晓敏）8 月 21
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中国品牌 500
强企业巴德士的艺术漆墙艺师团队已
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展开全面专业的
规划、施工与监理工作，即将兴建艺术
漆体验馆。
据悉，目前柬埔寨的房产市场仍处
于价值洼地。有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
投资一旦被点燃，涂料市场必将会迎来
大发展。同时，柬埔寨金边还拥有丰厚
的文化积淀以及鲜明的文化特色，恢弘
的皇家气派宫殿建筑风格以及浓厚的

宗教氛围孕育了一系列特色民族文化
与民俗。选择在此建设艺术漆体验馆，
能产生独特的市场反应。
据了解，此前巴德士已成功与意大
利艺术涂料品牌 novacolor 达成战略合
作，一举拿下其中国区唯一代理权，并
将 novacolor 打造成巴德士集团旗下三
大主推品牌之一，成为艺术涂料国内市
场的领跑者，巴德士也凭着品牌优势和
营销策略数年来一直位居中国品牌企
业的 500 强，本次战略落子柬埔寨，将为
行业在海外市场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世界 500 强公司
已有约 490 家在华投资
约占总体数量的 98%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1 日从商务部获
悉，截至目前，世界 500 强公司中已有约
490 家在华投资，约占总体数量的 98%。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商务部当
日举行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他还说，中
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
《财富》500 强
的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长，已经从
2001 年上榜的 11 家，增长到 2019 年的
129 家。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跨国公司
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
验，而且在华开拓了广阔市场，获得了
回报，实现了互利共赢。同时，跨国公司
对于维护多边经济体制、建设公正合理
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
主任郝红梅说，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
华投资，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
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竞争

的表现。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提升投
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是中国保持
对跨国公司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
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包括大幅压减负面
清单、主动降低关税、举办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出台外商投资法等，提
高了对外资的吸引力。2018 年中国实际
利用外资 1383 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
首位。根据世行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在
全球排名去年一年提升了 32 位。
“中国将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多投资
机遇，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投资环境。”钱克明表示，下一步中
国将坚定扩大开放，持续推进投资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具体来说，将继续以负
面清单为核心，推进投资自由化；以放
松管制为核心，推进投资便利化；以法
治建设为核心，推进投资保护；以优化
服务为核心，加强投资促进。

央行开展 6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21 日以
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600 亿元逆回购操
作。因当日有 1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人
民银行净回笼 400 亿元。本周以来，人民
银行已连续 3 日实现净回笼。
央行发布公告称，
当日开展600亿元逆
回购操作，
期限为7天，
中标利率为2.55%。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 3 个月和 6 个月

期限的利率上行，其他期限利率均有所
下行。21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Shibor）显示，隔夜和 7 天利率分别
为 2.5832%、2.653%，较上一个交易日下
行 5.88 个 和 1.1 个 基 点 ；14 天 利 率 为
2.754%，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3.7 个基
点；一年期利率为 3.064%，较上一个交
易日下行 0.4 个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