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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吸境外人才 15%個稅優惠
發佈四類人才認定細則 明年啟動申報

京市府新班子 「一正八副」分工公布

東北暴雨引發洪水
超50年一遇港澳遊艇有望年底珠海自由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前海合作區致力於發展現代

服務業，一直 力吸引包括香港在內的境外高端專業人士以借鏡其先進

經驗，預計到2015年境外高端人才比例將達到10%，到2020年達到20%

左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據悉，獲認定的四類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

才，可享工資薪金個稅15%的優惠政策。前海方面表示，希望通過人才

引導產業發展，未來港資和其他外資及內資各佔三分一的比例。

香港文匯

報訊 據共同
社報道，知
情人士13日
透露，「民
主黨日中21
世 紀 之 會 」
會長橫路孝
弘一行將自
本月26日起

對中國進行為期6天的訪問。一行擬
與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及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人舉行會談。

針對惡化的中日關係，安倍政府尚
未就打破僵局拿出看得見的具體行
動。分析認為，在此情況下民主黨欲
與中共共同營造環境以改善兩國關
係，從而展現自身影響力。

中方正在關注安倍內閣主要成員是
否會於本月15日的終戰紀念日參拜靖
國神社。若出現參拜的情況，橫路一
行的訪華或將受到影響，其會談對象
的級別有可能發生變化。

訪華一行中還將包括近藤昭一和三
日月大造兩位眾議員。他們除北京市
外，還將訪問遼寧省的瀋陽市和丹東
市。在京逗留期間，一行還將與發出
邀請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
瑞及中國外交部、中聯部高層會談，
就日中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交換意
見。

去年5月，橫路曾以眾院議長身份
時隔8年再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並與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等人舉行會
談。

前海管理局昨日就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
人才的認定細則舉行發佈會。記者了解
到，人才申報工作有望於明年初啟動。

需連續工作滿一年

前海管理局人力資源處處長李鋒表示，
前海希望通過優惠政策的吸引，爭取到
2015年境外人才達到10%左右，到2020年
達到15%到20%。

按照認定細則，申請認定的人才應在所
在單位連續工作滿一年、申請年度在前海
實際工作時間不少於6個月，並符合四個
基本條件，包括為外國國籍人士，或港澳
台居民，或取得國外長期居留權的海外華
僑和歸國留學人才、創辦或服務的企業和
相關機構在前海登記註冊，並屬於前海重
點發展的產業領域、在前海依法繳納個人
所得稅。

除此之外，申請認定的人才還需具備以
下四個條件之一：經國家和地方認定的海
外高層次人才；在前海註冊的總部企業、
世界500強企業的管理或技術類人才；在
前海註冊的其他企業的中層及以上管理或
同等層次技術類人才；擁有國際認可職業
資格或國內繼續的發明專利人才。

根據規定，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優惠
類產業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
其在前海繳納的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已納
稅額超過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的15%部
分，由深圳市政府給予財政補貼。

深圳市地稅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以一個

月 收 入 1 0 萬
元，另有100
萬元年終獎金
的人才為例，
按照現有內地
的稅收政策，
總共需要繳納
超過80萬元的
個人所得稅。
而按照前海的
優惠政策，該
人才可以獲得
深圳地方財政給予的約50萬稅收補貼，實
際繳納的個稅為年收入220萬的15%，約
33萬元。

港工程業界盼進駐

另外，前海已經針對港方重點需求領域
如何擴寬香港專業人才進入前海，與香港
方面草擬了協議，預計在不久的將來能簽
署協議。李鋒透露，目前前海已經就20個
專業資格互認開展試點，包括稅務師、註
冊會計師和物業管理師等。但有些領域兩
地法規不同，仍有不少障礙。如工程建設
方面六個項目，兩地在驗收方面的規定和
對公司資質的要求有較大差異，而前海目
前正在開展大規模基建，香港業界進駐的
聲音熱烈。李鋒表示，目前已經跟香港方
面進行探討，就香港工程技術類的人才在
前海服務的方式形成共識，有望在具體的
項目中探索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8月12日8時至
14時，嫩江上游尼爾基水庫庫區突降暴
雨，阿彥淺站（內蒙古莫力達瓦旗）最大
降雨量達102毫米。受降雨影響，尼爾基水
庫12日14時入庫洪峰流量達9440立方米每
秒，為重現期超過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據中央氣象台預計，未來三天，內蒙古
東部、東北地區大部多降雨天氣，其中，
內蒙古東部、吉林大部、黑龍江中西部等
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國家防總表示，針對嫩江、第二松花江和
松花江幹流未來再遇的強降雨過程，尼爾基
水庫水位仍將緩慢上漲，嫩江、松花江幹流
水位將全線超警，防汛抗洪形勢較為嚴峻。

超大容量光傳輸
8億對人同時通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科技日報》報道，由

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光纖通信和網絡國家
重點實驗室、烽火通信合作在內地首次實現
一根普通單模光纖中C+L波段368路，每路
183.3Gbit/s的超大容量超密集波分複用傳輸
160公里，傳輸總容量達到67.44Tbit/s，相當
於8.1億對人在一根光纖上同時通話。其傳
輸容量達到目前世界先進水平。

據專家介紹，對於這麼大容量的光傳輸
系統，其系統的穩定性是很難保證的，對
這個系統的誤碼率性能測試，需要對368個
光子載波分別進行調試和測試，使其達到
最佳狀態，需要不斷地調整光載波的生成
穩定裝置和信號加載裝置。

深T3航站樓11月啟用
可停A38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圳機場T3航站樓預計在11月中旬投入使
用，為確保旅客和航空器能夠在使用新航
站樓後有序運作，後天將進行首場轉場演
練，屆時將動員上千人次的模擬乘客。

T3航站樓建築面積45萬平方米，是現有
候機樓的近2.7倍。T3航站樓廊橋改造後可
滿足世界最大飛機A380的停靠要求，將給
予國際航線更多的發展空間。

據深圳機場轉場工作領導小組介紹，T3
航站樓啟用初期暫無地鐵直達，乘客目前
可搭乘地鐵到機場後再轉乘公交至新航站
樓，也可通過機場大巴、的士和私家車接
駁。深圳市交委接駁方案中將備有新舊候
機樓之間的擺渡車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港澳籍遊艇在
珠海水域內「船不靠岸、人不上島」的現狀有望得到改
變，今年年底或可自由進出珠海海域。珠海市近日召開全
市海洋經濟工作會議，會上透露珠海擬大力發展海洋經
濟，同時擴大萬山區海島海域對外開放，包括爭取簡化港
澳居民來海島觀光旅遊和垂釣的通關手續，對港澳居民免
簽。

簡化港澳居民通關手續

會上，公佈了《中國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關於促進
萬山海洋開發試驗區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討論稿)。根據
該文件，珠海將發揮萬山港國家一類口岸的對外開放作
用，逐步實現萬山管轄的島嶼和海域全方位對外開放。一
方面珠海將向國家爭取萬山區海島的出入境便利政策，簡
化港澳居民來海島觀光旅遊和垂釣的通關手續，對港澳居

民和持港澳簽證外國人免簽上島；同時，積極推動在桂山
島建設廣東省首批粵港澳遊艇對外開放碼頭，加快研究出
台港澳遊艇管理辦法，實現港澳籍遊艇在萬山區指定水域
活動及停泊。

對外遊艇碼頭年底建成

據萬山區相關負責人稱，該碼頭已開工建設，將於年底
前建成，並申請驗收開放，主要為港澳籍遊艇提供一個查
驗手續的平台，待完成驗收對外開放後，港澳籍遊艇可以
在此處辦理相關入境手續，就可在珠海指定的水域「自由
行」。據悉，桂山島對外開放遊艇碼頭將由現有的桂山十
三灣客運碼頭升級改造而成，初建規模為25個遊艇泊位，
原旅檢樓改建為對外開放遊艇碼頭查驗樓。珠海萬山區相
關負責人表示，由於該政策落地牽涉邊防和海關等相關部
門，目前還在積極爭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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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

道）北京市政府新領導班子於半月前
形成「一正八副」格局，九位領導人
職責於日前公佈。北京市市長王安順
負責政府全面工作。

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於12日發佈
公報稱，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負責市政
府常務工作。其他七個副市長，陳剛

協助負責規劃方面工作，負責國土、
住房和城鄉建設和軌道交通等重大項
目建設方面工作；程紅分管商務、旅
遊、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和僑務方面工作；張工負責科技、
經濟和信息化、環保、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能源方面工作；戴均良負責民
族宗教、民政、社會建設、質量技術

監督、知識產權和法制方面工作；林
克慶負責農村、農業、水務、園林綠
化方面工作；張延昆負責公安、安
全、司法、交通、城市管理、安全生
產、消防和信訪方面工作；楊曉超負
責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文
化、衛生、體育、文物和精神文明建
設方面工作。

內地10月降20行政事業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家改革和發展委員會（發改委）13日
發佈消息稱，發改委和財政部已發出

《關於降低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的
通知》，決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降低
20個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收費標準。

據測算，此次降低收費標準每年可減輕
企業和社會負擔約2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此次《通知》降低的收費
標準主要涉及公安、司法、交通等部
門，具體包括機動車抵押登記費、因
私護照費（因丟失補發護照）、公證費

（證明財產繼承、贈與、接受遺贈）
等。其中，公證收費中的財產繼承、
贈與、接受遺贈收費標準改為分段遞
減累計收取；機動車抵押登記費降為
每輛次70元；商標註冊費中的紙件商
標註冊申請降為每件800元。

外媒關注「中國大媽」 創新詞「dama」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國際金價今年4至6月下跌

期間，許多中國消費者紛紛搶購黃金，其中包括不少中
年女性，以至於引發外界對「中國大媽」搶購黃金的關
注。在《華爾街日報》網站的視頻報道中，甚至專門創
造了「dama」這個用漢語拼音得來的單詞。

一名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大媽絕對是黃金搶購潮中
的主角，她們很久沒有見到金價如此低，對她們來說，
這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國內
這股黃金購買潮對此前不斷走低的黃金價格起到了穩定
作用。分析師喬伊斯·劉說：「如果沒有中國國內的需
求，當前的國際金價將更低。」。

■前海管理局

人力資源處處長李鋒

■前海昨日就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認定細則舉行發佈會，獲認定的四類境外人才可享

15%個稅優惠。圖為前海合作區。 網上圖片

■前海在規劃中有一定的人才配套住房，其他將在深圳全市進行統籌。 李望賢 攝

■港澳籍遊艇今年年底或可自由進出珠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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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完善
的配套是吸引人才的重
要元素。前海遠期規劃
就 業 人 口 達 到 6 0 多 萬
人，在房價日漸高企的
深圳，住房等方面的配
套尤受關注。前海管理
局方面表示，前海在土
地出讓時，規劃有配套
的公寓，但目前區內規
劃約有15萬套左右，其
他的配套人才住房將在
全市進行統籌。記者了
解到，深圳近年來致力
於保障房建設，前海管
理局已經向深圳市申請
其中一部分作為人才配
套公寓，具體數目正在
統籌研究中。

據悉，為了更好地吸
引境外人才，前海在硬
件和軟件方面都 力與
國際接軌。前海管理局
人力資源處處長李鋒介
紹，前海配套的生活設
施、娛樂設施以及滿足
多元化文化生活方面的
設施，包括教堂、音樂
廳等都做了超前規劃。

在軟件方面，前海致力
於打造更國際化的法制環
境，目前前海法庭已經設
立，正在研究適合前海的
民商事法例。引入香港陪
審員、國際仲裁機構等事
項，都在積極推進中。

■橫路孝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