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擬建自貿試驗區
依託洋浦保稅港區等構建開放經濟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何玫何玫、、安莉安莉
博鰲報道博鰲報道））作為博鰲論壇永久性會作為博鰲論壇永久性會
址所在地址所在地，，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
成長與進步一直備受關注成長與進步一直備受關注。。海南省海南省
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昨日在政府新聞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昨日在政府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發佈會上表示，，開放是海南的生命開放是海南的生命
線線，，海南將力爭在開放型體制機制海南將力爭在開放型體制機制
方面能先行先試方面能先行先試，，已依託洋浦綜合已依託洋浦綜合
保稅港區保稅港區、、海口綜合保稅區和三海口綜合保稅區和三
亞亞、、三沙等三沙等，，向國家申報向國家申報「「自由貿自由貿
易試驗區易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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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國家機器人檢評中心
明年投運承擔標準制定

毛超峰表示，海南是中國唯一一個四面環海的熱帶島嶼型
省份，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

是海南未來發展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國務院已將海南定為服務
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省份，為推進對外開放及加快現代服務業發
展帶來難得機遇。

將重點培育現代服務業
海南將重點培育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開放型產業體系，以

鞏固建設好特殊監管區域申報自貿區為契機，加快推進符合海
南特色的產業園區建設；同時，還將完善對外開放平台，發揮
海南在服務國家外交外事方面的優勢，推動將博鰲亞洲論壇打
造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平台，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重要支點；完善開放型政策措施，集合創新，形成更開放、
更有活力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政府的服務效率和水平。

重點生態區市縣不再考核GDP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海南還將堅持綠色發展，嚴守生態底
線。「十二五」時期，海南頒佈了74項涉及環境保護的法規，
健全和完善了生態補償機制，推出了中部重點生態區域的市縣
不再考核GDP的舉措。
「十三五」期間，海南將着重加強海洋生態的環境保護，大力推
進「互聯網＋」戰略，實施「國際旅遊島＋」計劃，促進各
行各業的深度融合，實施最嚴格的生態環
境保護制度，進一步鞏固大氣、水體的
質量，全面提升森林質量，把海南建成
綠意盎然、更加令人嚮往的生態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湖北報
道）中部航空樞紐湖北武漢天河機場第
二跑道日前通過民航竣工驗收，預計將
於6月底與機場新塔台同步投用，4月
20日將有波音737和空客380兩架客機

前來試飛。

下月試飛波音737空客380
武漢天河機場以內地中部門戶機場的目標
進行升級建設，現有的第一跑道長3,400米，
寬45米，為4E等級，滿足A380備降要求；
新建成的第二跑道長3,600米，寬60米，按
照內地民用機場跑道最高標準4F標準建設，
較第一跑道提高一個等級，可供目前全球所
有機型起降。通過竣工驗收後，第二跑道將
於4月初透過專門測試機場導航系統的專用
小飛機進行導航設備、飛行程序、燈光的校
驗飛行，4月20日將有波音737和空客380兩
架客機前來試飛。按照計劃，該跑道將於6
月底正式啟用。
據悉，天河機場目前每天有500架次飛機起

降，高峰小時達到33至34架次，已經完全飽
和。6月底第二跑道投用後，天河機場高峰小
時起降架次可提升一倍，達到近60架次。
去年武漢天河機場旅客吞吐量達到1,894.2
萬人次，時隔5年重返中部第一，國際客流量
連續3年位居中部第一，本港國泰港龍航空開
設有武漢至香港直達航線。

■武漢天河機場第二跑道通過竣工驗收。
本報武漢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貴州今年由二級以
上公立醫院確診為糖尿病的患者，凡符合條件的，均可撥打
電話免費申領智能血糖儀和試紙。

日前的發佈會上，騰訊與百靈宣佈在今年將進一步擴大
「慢性病防控計劃」試點範圍，覆蓋貴州40%市和縣的糖尿
病患者。並在糖尿病防控信息中心基礎上，共建貴州慢病大
數據中心，進一步推進貴州省「互聯網＋慢病管理」進程。

據悉，為加強糖尿病防控，去年貴州省衛計委、騰訊公司
和貴州百靈共同打造貴州省糖尿病防控信息中心。連接該中
心的載體，是由騰訊研發的糖大夫智能血糖儀。患者測量出
血糖同時，血糖值會發送到指定家人手機以及防控信息中心
處，如果血糖值出現異常，將會收到防控中心電話，為其提
供在線醫囑、預約診療等。貴州有300萬糖尿病患者，其中
相當部分病人居住農村，由基層醫務工作者走村串寨進行慢
病管理，效率較差。

目前，貴州已在貴陽、安順、綏陽等6個市、縣引入試
點，覆蓋近萬名糖尿病患者。

深圳推逾2500套安居房
價格僅為周邊四分一

安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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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100億基金促紡織服裝業發展
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烏魯木齊報道）新疆

日前正式發佈促進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八項優惠政
策，包括將紡織服裝企業貸款貼息、出疆運費補貼等補貼周期
從一年縮短到一季度，以及設立規模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的紡織服裝產業引導基金，對內地知名紡織服裝企業
在疆投資企業開展股權投資，降低融資成本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深圳今年首
個安居房項目正大時代華庭最近啟動網上認購和配

售，該項目共提供房源2,508套，均價僅8,755元/平方米
（人民幣，下同），約僅為當地周邊房價的四分之一。

正大時代華庭位於深圳市龍崗區橫崗街道龍安路與振海路
交匯處西側，安居型商品房總房源為2,508套。其中，一房1
套，建築面積約35平方米；兩房1,572套（包括建築面積約
52平方米的兩房531套，建築面積約65平方米的兩房1,008
套，建築面積約70平方米的兩房33套）；三房935套，建築
面積約85平方米。該項目配售均價為8,755元/平方米，住房
室內未做精裝修。預計交付使用時間為2017年9月30日前。

本次安居型商品房的配售對象分為兩類：一是安居型商
品房在冊輪候人；二是經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認定的領
軍人才。此次配售中，在冊輪候人選房排位將依據安居型
商品房輪候冊的輪候排序確定。而領軍人才選房排位排在
本項目所有非領軍人才之前。領軍人才之間的選房排位按
照提交安居型商品房申請時間的先後順序確定。

年內建300個省級示範家庭農場
安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安徽省今年

將通過政策扶持、示範引導、創新試點，促進多要素
合作、多形式聯合和多主體融合，進一步加快農民合作社和家
庭農場培育。年內計劃新增省級示範家庭農場300個，省級農
民合作社示範社131個，力爭今年安徽省農民合作社達6.7萬
個，家庭農場達4.6萬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蕊、孟冰重
慶報道）近日的圍棋「人機大戰」讓機
器人產業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國家機
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重慶）目前正在
緊鑼密鼓地建設中，預計於2017年6月
正式投入運行，為國產機器人提升核心
技術助力。目前，該中心已在臨時辦公
場所啟動了機器人國家標準制定、工業
機器人本體檢測等部分工作。
據了解，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

總部設在上海，在重慶、廣州和瀋陽設
立三個分中心。其中，國家機器人檢測
與評定中心（重慶）於2015年6月開工建設。
按照相關規劃，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重慶）將承擔中國機器人

標準制定、檢測評定等重任，主要面向西部地區提供服務。2017年6月正
式投入運行後，該中心將建成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等五大類實驗室、
28個檢測室，形成覆蓋機器人相關標準200多個、檢測項目超過500個的檢
測能力。
業內人士說，目前國外機器人企業已搶佔中國機器人市場約90%的份額。

■中國國際機器人及智能製造裝
備博覽會在重慶舉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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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超峰表示毛超峰表示，，開放是海南的生命開放是海南的生命
線線。。 記者何玫記者何玫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建麗、 實習記者 圖們 內
蒙古報道）日前在內蒙古
赤峰市第六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四次會議上，孟憲東
當選為赤峰市政府市長。

孟憲東小檔案
1965年2月出生於內蒙古敖漢旗

1988年至2016年任內蒙古自治區錫林

郭勒盟副盟長、盟委委員，二連浩特市委

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候補委員，通

遼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赤峰市委副

書記

2016年3月任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長、

黨組書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為了給學生

減輕課業負擔，上海長
寧區大膽創新，力推學
生分層作業。分層作業
嘗試實現作業類型的多
元化，使學生在數學活
動中，成為問題的探索
者，激發學習潛能。
根據正式發佈的《長寧

區初中分層作業》，針對
學生個體差異，作業分為
三個層次。第一層是面向
全體學生的基礎型作業，
第二層是面向大多數學生
的提高型作業，第三層是
面向有餘力的學生的發展
型作業。學生可根據個人
的學習需求，自主管理，
自主選擇作業內容，自我
調節學習策略。
有學生表示，作業分層

後，做作業變得更有趣、
更加自信和有成就感。

■■孟憲東孟憲東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海南依託洋浦綜合保稅港區海南依託洋浦綜合保稅港區、、海口綜合保海口綜合保
稅區和三亞稅區和三亞、、三沙等三沙等，，向國家申報向國家申報「「自由貿自由貿
易試驗區易試驗區」。」。圖為洋浦港圖為洋浦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貴州糖尿病患貴州糖尿病患
者者，，可撥打電話免可撥打電話免
費申領智能血糖儀費申領智能血糖儀
和試紙和試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合肥高新區企業華米科技AMAZFIT智能手環，日
前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于澎濤和時曉曦是其

中兩位重量級工業設計師。于澎濤設計過Nest全系列
產品，曾經4次獲得IDEA國際設計獎，時曉曦則曾經
設計過兩款諾基亞的手機，分別位居全球銷量第三和第
九，他也主導了Lumia旗艦智能手機的設計。正是由於
這些科技人才的不懈努力，才使AMAZFIT榮獲產品設
計界最高獎項。
近年來，合肥高新區注重人才和創新要素緊密結

合，建設產業、政策、平台、服務「四位一體」人才生
態體系，打造人才生態最優區，牽引創新與發展。截至
目前，已吸引培養國家「千人計劃」18人，省、市
「百人計劃」78人，省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人才99
人，省115、市228創新團隊95個，海外留學人員和外
國專家1,200餘人。

產才融合留住人
合肥高新區圍繞集成電路、智能語音、機器人等戰
略性新興產業，放大人才聚合效應，提高人才與產業
的契合度。年均引進各類人才約2萬人，90%以上集聚

在主導產業，「產業招才」效應明顯。目前，合肥高
新區擁有國家級高企460家，佔全市高企總數43.5%，
萬人擁有發明專利達到134件。人才招商、團隊招
商、「115、228、江淮硅谷」雙創團隊建設，「整團
隊成建制」等引才模式發揮出巨大效應。2015年，高
新區獲批各類人才項目佔全市一半以上，「千人計
劃」張農、「青年千人」劉青松團隊獲得省雙創團隊
資助。

派送「真金白銀」
合肥高新區制定了「創九條」，在鼓勵人才創新創

業方面，派送2億元（人民幣，下同）「大禮包」，拓
寬政策覆蓋面，大幅提高引進人才補貼標準，全年兌現
人才資金近4,000萬元。此外，該區實施「雙創人才」
培養計劃和「人才素質提升工程」，已累計培訓各類人
才超過6萬人次。同時，該區鼓勵創辦「創客學院」，
對收效顯著的授予「夢想課堂」稱號，給予50萬元支
持；對小微企業參加創客培訓的，給予50%培訓補
貼。並建立寬容保障機制，對創業失敗的企業和團隊，
給予創業風險援助，解決人才後顧之憂。

創新驅動 聚焦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系列之一：

打造人才生態最優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