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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崗口岸明年重建 配合河套區開發

廣州新規劃 南沙晉副中心
「港人港稅」有望落地 北上經營創業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州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大會昨日上午

在廣州召開。會上廣州市長溫國輝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將建設南沙城市副中心，把南沙

自貿試驗區打造成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

南沙未來發展規劃六大亮點
1.建設海港、明珠灣起步區、蕉門河中心區、南沙灣四大高
品質功能區

2.發展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航運服務、特色金融等現代
產業

3.做大鋼鐵、有色金屬、糧食、塑料等交易中心

4.打造國家級跨境電商示範基地

5.跨境人民幣資金業務、證照分離、啟運港退稅等先行先試

6.加快18號線、22號線等軌道交通項目，構建東新高速、南
沙港快速、東部幹線等組成的「三高三快」道路體系

整理：記者 帥誠

建設南沙城市副中心，這是2017
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南

沙的未來城市定位，南沙也將成為廣
州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引領區和示範
區。提到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
目標時，溫國輝介紹，政府將推動重
點功能組團建設，加大產業導入力
度，加快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建設
南沙城市副中心，把南沙自貿試驗區
打造成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

基建需資金 成港資進入機遇
報告中透露，完善交通基礎設施，
構建高快速疏運體系，成為建設南沙
城市副中心的首要任務。廣州將加快
18號線、22號線等軌道交通項目，構

建東新高速、南沙港快速、東部幹線
等組成的「三高三快」道路體系。同
時，按照高品質打造海港、明珠灣起
步區、蕉門河中心區、南沙灣等4大
功能區。
此外，還將圍繞發展大科技產業，

面向全球集聚高科技企業，發展高端
裝備、新能源汽車、航運服務、特色
金融等現代產業，打造國家級跨境電
商示範基地，吸引一批世界500強和中
國500強企業項目落戶。
廣州市發改委主任葉牛平在廣州

2017年計劃草案報告中指出，南沙將
發揮自貿試驗區的引領作用，加快對
接國際高標準投資貿易規則，推進
「證照分離」改革試點，拓展國際貿

易「單一窗口」功能，爭取在跨境人
民幣資金使用、啟運港退稅等方面先
行先試，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
對此，廣州市金融局有關負責人表

示，城市副中心是一個綜合性的概
念，南沙升級定位更高，也能帶動自
貿區內更多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南
沙建設城市副中心過程中，城市基建
等方面會產生大量資金需求，這也為
香港資本的進入創造了機遇。

定位升級 助廣州吸引人才
廣州金融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

目前，南沙去年新增金融企業 820
家，其中港資金融機構約佔兩成。
「目前南沙引進港資企業和港澳金融

人才規模不及前海，未來還會繼續在
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推行跨境人民
幣資金池業務。」金融局負責人稱，
目前正在推進一家香港與本地的合資
全牌照證券公司在南沙落地。南沙也
正在申請「港人港稅」的政策優惠，
希望能更便利港人北上經營和創業。
廣州市發改委規劃處負責人則表

示，南沙城市副中心的建設，旨在縮
短南沙與市中心城區的距離，讓中心
城區的產業和高端人才優勢可以輻射
到南沙。「南沙新區的城市副中心定
位和自貿區各有側重，後者更注重與
港澳及海外的合作，而城市副中心主
要是通過公共交通、公共服務資源等
配套，強化南沙與廣州的聯繫。」該
負責人認為，南沙定位升級後，越來
越多的香港高端人才將以南沙為渠道
到廣州發展，廣州對人才的吸引力也
會顯著提升。

福田高鐵站增新線
可直達內地30市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內地鐵路運行圖昨日調整後，深圳福田
高鐵站始發的長途列車增加到12.5對，新增
動車開往北京、懷化、永州、邵陽等地，港
人在此站乘車將可直達內地30餘個市、
縣。據福田站書記曹露之介紹，調圖後，福
田站日運能提升到了3萬人次左右，其中長
途運能約1.2萬人次，短途運能1.8萬人次。
預計車站日均客運量將迅速攀升到2萬人次
左右。
曹露之表示，福田站自2015年12月30日
開通運營，目前剛好運營滿年。一年以來，
車站客流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全年累計運送
旅客約112萬人次。針對客流迅速增長的情
況，福田站已對人員、設備進行了優化、調
整，包括將增加6台進站閘機，在南北兩側
進站口各增加1台安檢機和驗證口，以緩解
進站口的排隊壓力。

廣州三大國際戰略樞紐「大數據」
國際航運樞紐

廣州國際航運中心扶持資金：6.2億元（人民幣，下同）

南沙港鐵路、廣汕鐵路、深中通道等項目資金：18.4億元

新增國際航線：10條

港口貨物吞吐量：5.5億噸

集裝箱吞吐量：2,000萬標箱

國際航空樞紐

空港經濟區開發、白雲機場擴建工程等項目資金：45.3億元

白雲機場航空客貨運補貼：3.5億元

機場第二高速建設資金：3.5億元

新增國際航線：10條以上

機場旅客吞吐量：6,400萬人次

國際科技創新樞紐

高新技術產品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47%

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24件以上

整理：記者 帥誠

註冊資本逾6.8萬億
前海居各自貿區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前海發展不斷提速，記者從昨日開的前
海蛇口自貿區創新成果發佈會上了解到，
2016年片區新註冊企業53,088家，累計註
冊企業124,560家，註冊資本68,547億元
（人民幣，下同），均高居內地各自貿區第
一。據初步估算，2016年，片區註冊企業
實現增加值1,410億元，同比增長38%；稅
收收入達到270億元，同比增長55%。
深港合作成為前海發展的一大亮點。據

悉，2016年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在前期已落
地實施102項制度創新舉措的基礎上，又形
成了106項改革創新舉措，其中有逾10項涉
港，粵港澳深度合作4項，包括實行香港工
程建設模式，探索常態化深港公務人員雙向
交流機制等。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主任田夫表示，

2017年是前海蛇口片區的大考之年，片區
將突出金融改革、深港合作、法治建設等八
大重點工程，構建深港協同創新平台，整合
兩地創新優勢資源，改革銜接配套合作機
制，提升重點領域合作能級，努力實現創新
同頻共振。

■■廣州人大開幕式現廣州人大開幕式現
場場。。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南沙規劃效果圖。 資料圖片

■■廣州市市長溫國輝作政府廣州市市長溫國輝作政府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
安全工作，關係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
和生命安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對食品安全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這些年，黨和政府下
了很大氣力抓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形勢不斷
好轉，但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老百姓仍然
有很多期待，必須再接再厲，把工作做細做
實，確保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食品安全是重大的基本民生問題。嬰
幼兒配方乳粉月月抽檢，「小餐飲」、
「小攤販」納入監管範圍，創新網絡食品
安全監管舉措，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體系形
成……近年來，黨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重
大政策舉措，各相關部門在加強法治建
設、落實監管責任、治理「餐桌污染」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動食品安全監管工

作不斷加強、食品安全整體狀況明顯好
轉、食品安全治理體系日益完善。同時，
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食品安
全形勢依然嚴峻，人民群眾熱切期盼吃得
更放心、吃得更健康，食品安全監管還存
在一些值得重視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因
此，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認真貫徹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食品安全的重要講話和重要指
示精神，切實把食品安全工作作為一項重大

政治任務和保障民生工程來抓，用「最嚴謹
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
嚴肅的問責」築牢食品安全防線。
文章進一步指出，食品安全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重要標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
部門必須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牢固樹立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把保障食品安全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完善食品安全監
管體制機制，大力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必
須堅持黨政同責、標本兼治，加強統籌協
調，不斷增強食品安全監管統一性和專業
性，切實提高食品安全監管水平和能力。

南方日報：確保民眾「舌尖上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東
莞報道）內地近日持續霧霾天氣有蔓延之
勢。昨日，珠三角出現中度以上霧霾天
氣，能見度大減，多地不足200米。當
日，灰霾持續整天，不少人呼吸道不適，
醫院呼吸門診患者增多。
記者了解到，當日，珠三角所有城市、

粵東西北部分城市均啟動了臨時強化管制
措施，環保聯合檢查組對重點污染源進行
管控，並通過工地停工、增加灑水車灑水
頻次、強化巡查、禁止露天焚燒和燒烤等

措施全方位應對。

不少市民呼吸道感不適
不少出門上班的廣州市民昨日明顯感覺

到呼吸道不舒適，多人表示喉嚨「有異
物」。在廣州荔灣區芳村大道南，記者看
到，當地地標性建築，相隔200米已模
糊，僅見輪廓。在前往廣州南站的東新高
速上，由於能見度低，不少司機將車速放
緩。在東莞，霧霾同樣影響市民出行，不
少人戴上了口罩。

不少人因呼吸道不適，前往醫院就
診。記者在廣州市兒童醫院發現，不少
家長帶着小孩前來諮詢和就診。「我小
孩今天出門後感覺很悶，一直說不舒
服，就帶他來看看。」市民張女士說，
兒子呼吸道本來就敏感，這麼大的灰
霾，基本不能出門。
記者發現，當日上午，珠三角大部分城

市pm2.5 指數多在 200左右，屬中度污
染。其中，佛山測得數值最高，多個監測
點測得300以上的數據。下午，灰霾持續

加重，能見度進一步減弱。記者查閱相關
監測數據，包括廣州、佛山、東莞等多地
pm2.5的平均數值均在220以上。

霧霾襲珠三角 工地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深港科技創新園區」
合作計劃剛敲定，深圳方面就有相關配套
設施建設計劃推出。深圳市口岸辦負責人

近日接受媒體採訪稱，為配合河套地區統
籌開發，深圳將投資30億元（人民幣，下
同）在原址上對皇崗口岸進行改造重建。
項目預計在2018年底動工，采取邊通關邊
重建的方式，重建期間口岸仍可通行。

將增至每日30萬人次通關
皇崗口岸一直都是深港居民往來出入境

的重要口岸，承擔了大量客貨流出入境的
壓力。皇崗口岸貨檢區於1989年12月建
成通關，旅檢區於1991年8月建成通關，
原設計旅客通關能力為每日5萬人次，而
2016年日均旅客流量已達到約每日8萬人
次。運行27年來，一直未進行系統性的設
施設備改造和更新，部分設施設備老化較
為嚴重。口岸道路和公共交通配套不完

善，目前公交站離邊境區域雖然只有500
多米的距離，但要由高架橋上落，令旅客
非常不便。
深圳市口岸辦黨組書記、主任羅建鵬表

示：「皇崗口岸的重建要與河套地區的開
發建設結合起來，正在與香港方面溝
通。」2016年1月，深圳市口岸辦完成了皇
崗口岸重建專項研究項目的招標工作，並於
3月下旬完成了皇崗口岸重建初步方案，確
定了重建選址方案。多次對皇崗口岸重建的
初步方案反覆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出入
境大廳分層佈置」的重建方案。
深圳市口岸辦在開展重建方案研究的同

時啟動了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4月底確
定了招標代理單位，6月初完成了可行性
研究招標文件的編制工作。經過兩次公開

招標，已在9月底完成招標工作，確定了
可行性研究編制單位，預計2018年底可
動工。改造之後的皇崗口岸旅客通關能力
將從每日5萬人次提升到30萬人次。

重建可釋放54公頃用地
此外，皇崗口岸承接着為落馬洲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園區配套的重要作用。在大河
套片區，福田區規劃構建河套福保深港合
作新廊帶，推進以皇崗口岸、福田保稅區
和河套C區為核心的大河套片區開發建
設。未來，皇崗口岸的整體改造重建，將
可以釋放用地54公頃，可增加產業用房
216萬平方米，這一片區將成為深港兩地
下一輪投資的熱點地區，皇崗口岸的整體
建設將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皇崗口岸是深港間唯一24小時通行的
口岸，其出入境大廳經常擠滿人群。

記者何花 攝

■廣州珠江兩岸的高樓，在灰霾下紛紛
「隱身」。 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