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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深圳機場新航站樓啟用
後，原 A、B 航站樓曾一度被規劃
為具有空港特色的商用城市綜合
體，而根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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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機場打造綜合交通樞紐
將實現空鐵聯運 繼滬虹橋後第二座

安管理局的最新消息，A、B 航站
樓將暫停商用，擬規劃建設高鐵
樞紐站。據悉，規劃中的深圳機
場 東 站 將 於 2019 年 開 建 ， 建 成
後，深圳機場片區將打造成「機
場＋高鐵＋地鐵＋城鐵」一體化

深圳現有高鐵站一覽

■深圳機場將打造綜合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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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綜合交通樞紐。
月 14 日，深圳機場在深圳交易所發佈一
2則公告稱，在履行《AB
航站樓商業轉型

項目物業租賃合同》及補充協議中，深圳市
規土委寶安管理局簽發覆函表示，國家高鐵
樞紐站區已初步確定選址於該地段，建議
A、B航站樓暫不改作商業綜合體使用。

等納入樞紐輻射範圍，形成華南地區最大的
交通樞紐，成為繼上海虹橋樞紐之後，內地
第二座「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空
鐵聯運交通樞紐。
按照規劃，深圳機場東空鐵聯運綜合樞紐
預計於 2019 年動工，該新建高鐵站將成為
未來深圳西部的主要鐵路樞紐，通過深中通
道、廣莞深城際、深茂鐵路等線路將珠江西
岸的中山、江門，東莞西部，甚至廣州南沙

場東、西麗兩站，總體形成「四主四輔」
的鐵路客運樞紐佈局，「四主」為深圳北
站、深圳站、深圳機場東站、坪山站，
「四輔」為福田站、西麗站、深圳東站、
平湖站。

西麗高鐵站將僅用於客運
深圳在打造國家級鐵路樞紐中另一個重點
建設的西麗高鐵站，規劃設置 11 個站台、
20 條線。未來將匯集深圳地鐵13號線、15號
線、29號線、深惠城軌、深珠城軌、平南鐵

橫琴推創新跨境服務銜接港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港澳企業登陸廣東自貿區掀熱潮。記者昨日
從珠海橫琴自貿片區獲悉，港澳企業截至去
年底達1,259家，僅去年新增616家，相當於
過去六年港澳企業的總和，註冊資本突破
1,000 億元（港幣，下同）。而橫琴開發實
施「港澳優先」，特別是陸續推出銜接港澳
甚至與港澳本土無差別的跨境服務，已覆蓋
企業投資、法律服務、青年創業、個稅及住
房按揭等十方面。
目前還積極探索將澳門的教育、醫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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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兩站佈局「四主四輔」
目前，A、B 航站樓佔地約 9 萬平米，建
築面積約 15.2 萬平米，為兩座建造結構相似
的雙層樓體建築並排而成，樓前還擁有約 6
萬平米的停車場。
根據《國家鐵路深圳地區佈局規劃（修
編）》，為適應深圳日益增長的高鐵出行需
求，將在既有鐵路客運站基礎上新增深圳機

廈深專線，深圳
市東部地區唯一
停站點

社保等民生配套延伸覆蓋到橫琴。專家
稱，這 些 探 索 革 新 將 為 香 港 公 共 服 務 延
伸到深圳前海自貿區乃至廣東區域提供
示範。

商事登記導辦破空間限制
作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
式的示範區，珠海橫琴在港珠澳大橋擬今年
底完工後，將成為內地唯一與港澳陸路連通
的自貿片區。
橫琴管委會表示，橫琴陸續推出銜接港澳

路，引入深茂鐵路、沿海客專，並通過聯絡線
在運營組織上實現廈深鐵路、贛深客專等線路
連接，成為西麗樞紐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了解，西麗目前有一座貨運火車站，
為平南鐵路的四等站，距深圳西站 7 公
里。該站於 1993 年啟用，目前僅用於貨
運。按照規劃，西麗高鐵站將由平南鐵路
西麗站進行改造升級，且與深圳西站搬遷
合併。建成後，將僅用於客運，貨運僅限
通過而無停車。

散裂中子源土建工程東莞竣工

的創新跨境服務模式。其中，通過與港澳銀
行合作，將橫琴商事登記導辦服務、智能
辦稅業務延伸至港澳，打破了政務服務的
空間限制，港澳居民在港澳本地即可遠程
辦理在橫琴投資項目的商事登記和有關涉
稅業務。
同時，橫琴在工程建設監管領域探索試
行「港資港模式、澳資澳模式」，甄選港
澳投資工程項目作為試點，實行全程履
責、終身負責，打造銜接港澳的工程監管
模式。

■中國散裂中子源項目位於東莞大朗
的土建工程現已全部竣工。
的土建工程現已全部竣工
。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報
道）中國散裂中子源項目被譽為「國之
重器」之一，將可提升對 DNA、納米材
料等領域研究的精確度。該項目位於廣

盤活國資 邁向投資主體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國企佔比高、經濟缺乏活力一
直是東北振興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東北如何盤活國有資產、搞活經濟
成為了改革的關鍵步驟。從近日遼寧省新聞發佈會上獲悉，今年遼寧國有
企業將加大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力度，規劃吸引各類資本 1,000

長沙海關今年推新措助發展
湖－南

遼寧盼引資千億推國企改革

東東莞大朗的土建工程目前已全部竣
工，項目計劃在今年 9 月得到中子束
流，預計在明年春通過驗收，隨後向用
戶開放。據了解，該裝置可對香港科研
機構的研發活動免費開放。
即將獲得的「中子束流」是什麼？據
介紹，當重金屬原子核在來自大型加速
器的高能質子轟擊下發生散裂，釋放出
中子，這些中子就會形成非常強的「中
子束流」。而中子是組成物質的基本粒
子之一，散裂中子源能像 X 射線一樣拍
攝到材料的微觀結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南報
道）據了解，日前海關總署已統一部
署複製推廣了 25 項自貿試驗區海關
監管創新制度，涵蓋了企業申報、稅
收徵管、物流監控、保稅監管、企業信用
管理等多個海關業務領域，截至 2016 年
底，長沙海關已在湖南省成功推廣實施
13 項，湖南省已有不少企業開始享受自
貿區改革創新帶來的紅利。
據悉，2017 年長沙海關還將進一步加
大對創新制度的複製推廣力度。同時，積
極支持和協助地方政府向國家爭取一般納
稅人資格、內銷貨物選擇性徵收關稅、保
稅維修等政策支持，爭取讓更多的企業真
正享受到改革創新帶來的紅利。

億元（人民幣，下同），平均資產負債率亦下降 5 個百分點，上繳資本收

研製世界首台磁共振醫療車

益 20 億元。2016 年底，遼寧已引入各類資本 569 億元參與國企改革，股

天－津

權多元化成效顯著，特別是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取得實質進展，
目前已整合組建 7 家企業集團，其中 3 家已投入運營。

遼寧省國資委副主任劉立國向媒體介紹
了國資改革的相關規劃，指出今年還

將組建遼寧省旅遊產業集團、省擔保集
團、遼勤集團、省體育產業集團。其中，
擔保集團將加快建立起全省政策性融資擔
保體系，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
問題；遼勤集團將通過資本運營和資產運
作，提高國有資產使用效率，確保國有資
產保值增值。

企業成投融資重要平台
目前，遼寧省省直部門和市直部門所屬
企業脫鈎工作基本完成，藉此組建的交投
集團、水資源集團、環保集團等 7 家集團

及各市組建的 41 戶企業集團，在投資主體
多元化上邁出新步伐，不少企業已成為政
府投融資的重要平台。
劉立國指出，過去一年，遼寧完成了中
天證券與交投集團的增資擴股，穩妥推進
能源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積極爭取
省屬企業部分重點項目列入國家混改試點
範圍。形成了省屬企業資本運作整體方
案，成大生物、鐵牆環保和倚天軟件在新
三板掛牌。目前全省有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27家，股票29隻。

首推10家企業員工持股
2017 年，遼寧還將首次探索混合所有制

■遼寧今年將首次探索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年內將進 10 家企業試點。圖為一名
工人在遼寧大連瓦軸集團檢測軸承套圈。
新華社
企業員工持股，據劉立國透露將在年內推
進 10 家企業成為改革試點。同時，省國資
委還將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做強做優做
大國有企業為着眼點，通過股權多元化改
革、引進戰略投資者、推進上市特別是整
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併購重組、

新投資項目合資合作等途徑。
此外，遼寧還將通過引入外埠國企、民
企、基金等戰略投資者，推進重點企業改制重
組。在推進資產證券化上，目前瀋煤集團已通
過定向增發實現煤炭主業整體上市，成大生
物、鐵牆環保和倚天軟件在新三板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福建省福州市創新發展大會日前在海
峽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會上，福州市發佈
推動新一輪經濟創新發展十項政策，包括
49條舉措。

鼓勵在福州設立總部
這十項經濟創新發展政策分別為：《關
於加快福州市總部經濟發展的八條措
施》、《關於扶持企業技術研發的四條措
施》、《關於扶持工業企業創建品牌的二
■福建（福州）海外人才與項目對接洽談暨
條措施》、《關於扶持企業上市的五條措
創業項目投融資對接會現場。本報福建傳真

施》、《關於鼓勵引進高層次人才的七條
措施》等。
據悉，《關於加快福州市總部經濟發展的
八條措施》（以下簡稱《八條措施》）中提
出，2015年(含)以後在福州市新註冊且註冊
後5年內認定的總部企業可視為新引進總部
企業。世界 500 強(福布斯)等企業在福州市
新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總部或區域總
部，上年度在福州市納稅額3,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含)以上，可直接認定為綜合
型總部企業。經認定的綜合型總部企業自
2016 年起，首次被評定為中國服務業企業

500 強的，給予一次性 200 萬元獎勵；首次
被評定為中國企業 500 強的，給予一次性
500 萬元獎勵；首次被評定為世界 500 強
的，給予一次性2,000萬元獎勵。《八條措
施》亦鼓勵金融機構在福州市設立總部。
為了加大引進高層次人才和緊缺急需人才
到福州工作的力度，在國家和福建省有關政
策基礎上，福州市亦提出給予引進的高層次人
才獎勵，其中從境外引進的人才，經認定為高
層次A、B、C類人才的，落地後分別給予200
萬元、100萬元、50萬元獎勵；並給予引薦境
外高層次人才的中介機構和個人獎勵。

居民全國就醫可即時結算

新－疆

福州出台十新政促創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明 天津報
道）記者從天津濱海新區日前召開的新
聞發佈會上獲悉，世界首台磁共振醫療
車在天津高新區研製成功。該車配備當
今世界上體積最小、重量最輕的全功能磁共
振成像系統，可流動服務於多種戶外醫療。
據介紹，該車總重不到 25 噸，外觀上
與普通的 9 米廂式貨車基本相同，可隨時
自主行駛移動，正常通行於各等級公路、
隧道和負荷大於 25 噸的橋樑，停車即可
啟動磁共振系統進行掃描工作，掃描過程
與醫院裡普通的磁共振成像系統完全相
同，不需要特殊操作。掃描一位患者只需
10-20 分鐘，並可通過遠程影像系統將圖
像傳至醫療機構，由影像專家出具診斷報
告。經醫學影像專家評判，這台車載磁共
振系統的成像速度、成像質量、臨床應用
完全達到同類產品的優秀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隨着新疆各地州市全部接入全
國跨省異地就醫結算平台，本月底自
治區參保人員在疆外就醫住院有望在
全國範圍內實現即時結算。
據了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區本級和吐
魯番、哈密、昌吉等9個地州市已成功接入
國家跨省異地就醫平台，是全國各省市中
統籌地區覆蓋最多的省份。本月底，自治
區各地州市將全部接入全國跨省異地就醫
結算平台，同時對疆內異地就醫人員備案
信息和社會保障卡進行校驗，確保參保人
員在疆外實現就醫住院無障礙直接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