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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直供香港! 这是洛阳
与香港最早的经贸活动之一 "

香港回归十年期间! 我市每年
都有约

!"""

头优质生猪直供
香港"

昨日
#"

时许!我们来到吉
利区诚源畜牧有限公司! 刚到
养殖场门口! 便被工作人员挡
住"经过紫外线和喷雾消毒!又
换上了专门的服装后! 我们方
才进入生产区"猪栏里!一头头
活蹦乱跳的猪娃呈现在我们面
前!好不喜人"

#这些猪都是专供香港
的" $谈起养猪!公司负责人李
经理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的
养猪场是我市唯一一家专供香
港的养猪场! 由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公司牵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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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开始专门养殖供往香港的生
猪!目前每年产量在

!"""

头左
右"

这些猪在养殖方面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呢& 李经理说程序
非常严格% 目前他们饲养的是
一种叫 #杜长大三元$ 的品种
猪!这些猪从配种到出栏!都有
严格的操作程序% 首先养猪场
有专门的配种舍'怀孕舍'分娩
舍' 保育舍以及生长舍和预备

出栏舍 !各自严格分开 !对不
同阶段的猪进行针对性饲养"

在卫生方面定期对猪舍和工
作区进行严格消毒!并根据疫
病流行情况!分季节给猪注射
疫苗!防止疫病发生" 其次!在
饲料方面!必须使用省进出口
检疫局规定的正规注册饲料
厂家提供的饲料" 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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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斤后不准添加任何药物和饲
料添加剂喂养" 每月取一次尿
样送省里化验!检验是否有药
物残留"

在这样严格的饲养程序
下生产的成品猪!是不是一定
可以供应香港呢& 李经理说还
不行" 猪长成后!必须保证其
体内不含任何药物和添加剂!

在品质达到要求的前提下!其
中体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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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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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斤'体型好'瘦肉率高的生猪!

方可装车运往香港"

因为操作严格!生产的生
猪品质很好 ! 养猪场在

(""'

年位列河南省供港生猪品质
前三名" 他的养猪场现在每年
可以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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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成
为河南供往香港的重要生猪
产地"

本报记者 周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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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香港贸发局都会举
办不同主题的商品展!洛阳中
央百货大楼总经理董公元的
身影总会出现其间! 对他来
说!每次参加会展!都是一次
与时尚亲密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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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洛阳人对时尚
的感觉非常单纯!说出的品牌
仅有梦特娇'金利来%$董公元
说!当时洛阳处于传统百货向
现代百货的过渡!随着香港的
回归!通过这个国际化的时尚
之都!一大批国际一线品牌开
始进入洛阳人的视线%

今天! 在许多商家看来!

品牌包含了商标和内在质量!

而香港却集聚了众多国际一
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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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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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实施后!内地对香港产品实行
零关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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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香港产品陆
续进入洛阳市场%这些产品多
是一些服装'手表'化妆品'数
码产品和玩具!对普通市民的
生活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是
热衷时尚的人却发现!洛阳时
尚中多了几分香港气息%

拿化妆品来说!香港回归
前!洛阳市场上化妆品最好的

品牌是欧莱雅'玉兰油% 十年
间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兰蔻'

资生堂等国际一线品牌!通过
香港逐步进入洛阳!这让洛阳
人感到自己离时尚如此之近%

香港回归十年!香港产品
不但在引领洛阳时尚上留下
了印迹!今天洛阳的许多商业
模式中也透出香港的影子%新
都汇购物公园'洛阳王府井百
货! 融合了数百家独立商铺!

这与香港时代广场何其相像%

十年间! 洛阳涌现出购物广
场'精品百货等众多的新兴业
态!善于学习的洛阳人正在追
逐香港商业变化的节奏%

如果你想学习法国的商
业模式!不用去法国!在香港
你就能和他们面对面%这是容
威家电超市董事长车炳恒喜
欢将香港作为学习'考察商业
文化的最大原因% 十年来!洛
阳商家不断从香港复制成功
的商业模式!吸取商业文化的
精髓%

不经意间我们发现!洛阳
时尚中!散发着来自香港的气
息% 本报记者 孙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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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涧西区的张先生和妻子在
市区一家航空售票处预订了洛阳直飞
香港的机票! 他们打算在儿子放暑假
时!带他到香港旅游%

(以前坐火车要
("

多个小时才能
赶到深圳! 然后还要换乘汽车才到香
港! 现在坐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
到% $张先生说%

今年
&

月
(

日! 我市直飞香港的
航班再次恢复!从香江到洛河!距离似
乎变(短$了% 像张先生一样坐飞机前
往香港! 成为很多人到香港出差和旅
游的首选%

直飞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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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洛阳至香港
直航包机开通!这是我市航空口岸曾经开
通过的唯一境外航线% 但其后由于客源不
足!经营亏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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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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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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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再度停飞%

近年来!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公
务旅行和旅游需求日益增长! 港澳游持
续火爆% 有关部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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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赴
港澳旅游者交通工具中选择飞机的比例
明显上升%

市民外出人数上升!境外来洛旅游'

公务和投资人员也不断增加% 市旅游部
门统计!境外来洛游客中!东南亚游客达

到
&"*

左右 ! 而他们都是通过香港来
洛% 为了我市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及两
地人员的便捷往来! 恢复港洛航线并稳
定运营!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

在我市有关部门努力下! 今年
&

月
(

日!我市直达香港的航班得以恢复!为
每周一个班次!每周一下午从洛阳起飞!

两个半小时便能到达香港%

市旅游局副局长路毅说! 港洛之间
的经济贸易'旅游等各种往来日益密切!

使直飞成为必须% 直飞也将洛阳与香港
拉得更近%

本报记者 周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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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宁投资玩具公司后!香港中扩
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斯诺近日又投资建
设标准厂房!并动员香港的商界朋友来
洛(一起赚钱$%他还计划在洛阳新区购
置房产!把洛阳作为自己第二个家%

这只是众多港商青睐洛阳的一个
缩影% 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人们蓦然回
首!发现在我市所有境外投资中!香港
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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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洛艺彩色摄
影冲印中心开业% 虽然在全部

$(

万美
元中!香港艺吴企业有限公司只投资了
!

万美元!但这是我市引进的第一个境
外投资项目%

(九七$以后!港资企业进入洛阳的
步伐加快了%特别是

(""!

年底以来!港
人来洛从旅游观光为主!转为以经济合
作和商务交流为主!洛阳迎来香港客商

投资考察的新热潮% 这两年间!市领导
带队赴港招商就达

+

次之多!其中
$""

人以上的招商大团队就有三四拨儿%

如今龙门石窟的海报在香港地铁
随处可见!)闻香识洛阳*一书也在香港
发行! 香港各界对洛阳的认知度在提
高% 今年花会! 香港客商组成

$'

个团
组! 共有

(%"

位港商来洛考察和洽谈!

是历年来人数最多' 规格最高的一次%

目前! 我市已与
$"""

多位香港客商建
立了联系%

港人常常在圣诞节收到来自洛阳
的贺卡! 春节收到盛开的洛阳牡丹!而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古宣辉每次来
洛都带来一些商界朋友!介绍给洛阳的
老朋友+++市商务局副局长曾丹梅!他
们中很多人与洛阳人成了朋友%

除了直接投资! 作为高度开放的

自由港!香港另一个身份是(中转站$!

韩国'美国'日本许多客商经过这里来
到洛阳! 许多投资项目经这里走进洛
阳%

到去年底!全市累计成立境外投资
企业

)!'

家 ! 其中香港一地就有
*&(

家!稳坐境外投资的头把交椅% 港资企
业 ,不含高新区-占全市目前境外投资
存活企业及去年新批企业的

&'-!.

!其
中合同利用境外投资

#,,,

万美元以上
的达

##

家!涉及机械制造'玩具生产'

服装生产'火力发电'纺织加工等多个
行业%

(香港已成为洛阳引进境外投资的
.桥头堡/!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国家和
地区都不能替代的% $市商务局外资科
有关人士说%

本报记者 孙利华 通讯员 白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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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天!我们就收到赴港澳旅游申报表
(,,

多份!比
#,

年前每年的数量还要多% $昨日上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副
处长宋志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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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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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我市一共
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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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申请赴港澳1

#%%)

年开办团体港澳游之后!

#%%+

年超过
&+,

人!

(,,,

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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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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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了
(',,

多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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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12

协议实施后!数量开始激增!达到
'&""

多人% (今
年的数字肯定能超过

$

万人!很有可能达到
(

万人%$宋志刚说%

他介绍!在香港回归之前!内地居民要想去香港旅游!必须
要由香港的亲友在香港中旅缴纳费用! 然后由旅行社向内地公
安部门提供申请表% 这种模式被称为(买单旅游$%

香港回归之后! 我市已有
!

家旅行社取得组织港澳游的资
格!只要提出申请!一般在

*

个工作日内就能获批% 几乎每天都
有人申请!少时有

$"

多人!多时能达到三四百人%

同样!开放的洛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香港游客%仅在今年
上半年! 我市已经两次赴香港进行旅游推介活动% 统计显示!

("""

年!来洛阳的港澳游客为
&"%$

人!次年增加到
))!*

人!到
(""&

年增至
$)$""

人%

对此! 宋志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0(洛阳和香港之间的人员
往来!已经形成了2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局面% $

本报记者 李松战 通讯员 马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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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与洛阳慈善事业

每天上午! 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都
会照常走进市儿童福利院! 开始他一天的
慈善援助工作% 他叫龚炯!是香港主流梦工
厂基金会的代表!已经驻洛阳工作

*

年了%

(""&

年底! 香港主流梦工厂基金会开
始和市儿童福利院合作!出资援助(家庭寄
养$项目% 目前已累计出资

!"

多万元人民
币! 将

'$

名孤残儿童寄养在
*$

个市民家
庭% 预计到今年年底!通过该项目寄养的儿

童将增加到
$""

名左右%

每年! 该基金会还不定期组织二三十
人的义工团'访问团到我市看望孤残儿童!

和孩子们亲切交流% 他们还多次援助我市
残疾儿童赴上海等地做手术% 由该基金会
援建的高档次图书阅览室也于今年

!

月在
市儿童福利院运行! 定期举办一系列有益
的儿童活动%

香港回归之后! 我市和香港的联系更
加便捷'紧密了!儿童福利等慈善事业的交
流与合作大大加强% 据介绍!香港回归十年

来!市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一半以上的员工!

接受过香港康复技术方面的培训! 达
$""

余
人次% 受培训人员回来后积极传'帮'带!把香
港对脑瘫儿童等的引导式教育法引入我市!

对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 取得良好
的效果% 近几年!市儿童福利院还多次邀请香
港专家来我市讲学!做现场指导%

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副书记周建才说!

$%%)

年之前! 我市儿童福利事业和香港联系
并不多! 而在回归后的十年里! 通过不同途
径! 我市儿童福利事业同香港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日益加强%

本报记者 李银刚

洛阳学子在香港
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国际氛围和优越的

教育条件!是读书育人的好去处% 记者从洛阳
各留学中介机构了解到!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
流更加密切! 在渴望送孩子出境求学的家长
中! 已有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这个欣欣
向荣的国际大都市%

据了解!从
("""

年开始!各大留学中介
机构的(各国和地区留学分类$中!先后增开
了香港留学咨询处! 并设置专门的留学香港
咨询顾问% 据统计!尤其是近

!

年!去香港上
大学预科班或初高中的人数从无到有! 呈逐
年上升趋势!目前已近百人%

据涧西区某留学中介机构的香港留学咨
询顾问推测! 因为香港各大学在内地都是独
立招生!学生一般是直接与校方联系!所以去
香港求学的洛阳人在数目上应该还会更多%

另外!每年还有不少香港的中小学老师到
我市进行教学经验交流% 本报见习记者 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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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姻缘喜结连理
去年

(

月
)

日! 洛阳居民邢晓波与香港居
民赖港田喜结连理并共赴香港定居% 昨日!记者
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获悉!据不完全统计!

香港回归十年来! 我市居民与香港居民已经结
成

+$

对伉俪!这一段段甜蜜婚姻!见证了(千年
帝都$与(东方之珠$之间割舍不断的情缘%

翻开厚厚的)洛阳市居民与港澳人士结婚
登记簿*!可以看到!

$%%)

年香港刚刚回到祖国
怀抱时! 我市有

$'

名女性居民向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处提出了申请!要求与自己的香港郎
君永结秦晋之好% 十年弹指一挥间% 该处李宇
红主任介绍说0(从这

+$

对连理中! 既可以看
到内地居民婚姻观念的转变!又反映出了香港
和洛阳两地关系越来越密切% $

香港回归之初! 两地婚姻的本地主角几乎都
是女性% 步入新世纪!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0一是
洛阳小伙儿逐渐进入香港未婚女青年的择偶视
线!仅在去年!就有两位洛阳小伙儿成了(香港新
郎$1二是我市外嫁未婚女青年居住地已从城市区
扩展到了九县,市-!来自宜阳'孟津'伊川等县的
(洛阳新娘$不断给香港男士们带来激动和欣喜%

分析后一个变化!李宇红主任说!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劳务输出!从嵩县'栾川'洛宁'

伊川' 汝阳等县走出去的农村女青年在广州'

深圳等地打工!她们与同样在此创业的香港青
年相识相知!并产生了恋情%

其实!这
+$

对伉俪还反映出了一个不容忽
视的事实+++随着洛阳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的
综合素质也在不断提升% 正是这些综合因素!

促成了洛阳的姑娘'小伙儿像牡丹花一样招人
喜爱% 本报记者 赵志伟

这个十年!洛阳与香港越走越近

编者按!再过一天!我们将迎来香港回归

十周年这个特殊日子" 十年来!洛阳与香港经

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渐紧密!香港已成为洛

阳对外开放最重要的窗口" 本报撷取两地经济

往来五个断面!展现给读者" 我们期待下一个

十年!洛阳与香港会变得越来越精彩"

!""#

年
$$

月
!%

日!董建华的儿子董立均#中$在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 &资料图片$

记者陈占举摄

!!!!!

香港会展中心已成为洛阳人赴港旅游的主要景点之一%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寇兴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