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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言統籌整合粵港澳大灣區

國產客機C919通過首飛技術評審

珠三角放寬入戶吸技能人才
珠海瞄準「兩個五年」 肇慶只需居滿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外來工「入戶」珠三角正逐步放寬。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在控

制人口規模的同時，重點吸引技能型人才落戶。而珠三角其他城市則無論是准入條件，還是入戶渠道都逐漸進

行前所未有的調整。其中，珠海擬實施就業及社保滿5年並有穩定住所可入戶，佛山購房入戶取消附加條件，

肇慶更創廣東先河，居住滿半年即可「零門檻」入戶。

深圳機場淨空區將禁飛無人機

作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珠海市一
直以來被坊間形容為「人氣不足」。

隨着橫琴自貿區發展、港珠澳大橋即將於
今年底建成，珠海在人才、人氣等需求更
大。目前《珠海市戶口遷移管理規定》
（修訂稿）正進入立法聽證階段。記者昨
日從珠海市公安局獲悉，《修訂稿》擬放
寬入戶條件，外來工在珠海合法就業滿5年
並有合法穩定住所，且參加社保滿5年可直
接入戶。

直系親屬投靠取消限制
《修訂稿》還取消現行的直系親屬投靠
婚齡、年齡和身邊無子女等限制，其共同
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均
可申請將戶口遷入。此外，還鼓勵民營企

業、私人企業員工遷入。如民營科技企業
固定資產投資額達100萬元以上，年納稅每
20萬元可申請1人入戶，最多可申請3人入
戶。企業在首次申請辦理完畢3年後又達到
上述條件的，允許再申請一次。
佛山市目前也在實施史上最寬鬆入戶

政策，包括引進人才落戶、購房入戶、
穩定居住就業落戶、直系親屬投靠落
戶、市內遷移戶口等入戶條件方面都進
行了進一步放寬。其中，一旦購房並辦
好房產證，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
偶、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即可在房屋所在
地申請入戶。而在此前，購房入戶必須
是購買一手住宅商品房，並增加包括具
有大專及以上學歷或取得助理級專業技
術、技師以上資格的，在佛山繳納社會

保險費連續3年以上等條件。

廣深加快調整人口結構
對比珠三角各城市，目前肇慶全面放寬
落戶條件，入戶「門檻」最低。只要租賃
合法穩定住所，持有居住證並連續居住滿
半年以上的人員，經過業主同意，本人可
以在租賃房屋所在地或租住地社區集體戶
申請登記常住戶口，其共同居住生活的親
屬可以辦理隨遷。入戶條件放寬到這樣的
「零門檻」，在廣東省屬於先例。
此外，雖然珠三角兩個特大城市廣州、
深圳在嚴格控制其城市人口規模，但也正
加快調整人口結構，健全居住證積分管理
等制度，重點吸納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技
能型人才落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全國
兩會上引發各方關注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勢
必促進三地合作升級。多位內地涉港澳經濟
研究專家指出，其間需中央設立機制進行統
籌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統籌協調三

地是一大挑戰。相比長三角（以上海、江
蘇、浙江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帶）、京津
冀，粵港澳政治、經濟方面存在差異；地域
間制度多樣性、互補性給合作帶來共同利
益，亦可能產生矛盾。
如何規避摩擦？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
究院副院長、首席專家陳廣漢認為，和早期
僅將香港製造業移至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地
帶）不同，大灣區建設中的粵港澳合作勢必
升級，具更高端價值的香港服務業進入內
地，一方面需要內地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
面則需政策主導、協調。

科技發展需產業支撐
「先有製造才能智能起來。」針對港深

兩地創科合作，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世界

經濟與貿易系主任馬莉莉說，創新科技的發
展必須依賴產業支撐，香港的創科產業還未
生根，現時發展亟須藉助深圳的創科產業，
發揮集聚效應。
今年初，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創新及科技
園合作備忘錄簽署；一方面為港人提供創科
平台，另一方面為深圳高科技企業提供專業
人才，助其打入國際市場。馬莉莉認為，只
有通過香港的科研能力、國際化水平等優勢
與珠三角地區已成規模的產業進行對接，使
粵港澳大灣區全產業鏈條形成，才能帶動香
港自身科創產業發展。
港澳如何與珠三角有效整合？國家發改

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建議，其一，
構建全球性的高端人才、高端資源要素、
高端市場的平台；其二，中央需設立統籌
協調機制，通過全局擘畫該區域長遠發
展。
張燕生說，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資金

的融通、貿易的暢通首先需要各地政府政策
上的溝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比該地
區以往合作要更加複雜。

香港文匯報訊 1949年3月23日，中共
中央離開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毛澤東
同志堅定地說：「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
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60
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黨在這場歷史性考試中
取得了優異成績。但是，這場考試還沒有結
束，還在繼續。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指出：
「今天，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所做的一切工
作，就是這場考試的繼續。」 《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黨的十

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談
到從西柏坡出發的「趕考」，告誡全黨「不
忘初心、繼續前進」。
文章指出，趕考，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

人的永恒接力。從毛澤東主席提出「奪取
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
步」，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實現『兩
個一百年』目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我們正在征程中」，中國共產
黨始終牢記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秉持

趕考心態，恪守為民情懷，開拓進取、不辱
使命、一往無前，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革
命、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的輝煌成就，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以前所未
有的雄姿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文章進一步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趕考』遠未結
束」，既是對歷史的深刻總結，更是對現
實的清醒認識；既是振聾發聵的警鐘，更
是催人奮進的號角。全黨必須牢記習近平

總書記的趕考告誡，保持趕考心態，發揚
趕考作風，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
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
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
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
堅強領導核心。「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
上下而求索。」昨天的輝煌已載入史冊，
今天的考試仍在繼續，中國共產黨永遠奮
進在「趕考」路上。

南方日報：永遠奮進在「趕考」路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昨日從中國商飛公司了解到，中
國63名院士和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
會一致同意通過國產大型客機C919
首飛技術評審，建議在完成電磁兼
容等試驗及滑行試驗驗證後可提請
首飛放飛評審，這標誌着C919向着
首飛目標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為確保C919首飛成功，對C919

設計結果、製造狀態、試飛和客服
工程準備工作進行確認，中國商飛
公司組織召開了C919首飛技術評
審會。評審委員會由來自中航工
業、中國商飛、中國航發、北航、
西工大、南航、哈工大等單位的63

名院士和專家組成，分為總體技
術、機體結構、飛控機械、航電電
氣、推進燃油、製造和綜合 7個
組，對C919承擔首次飛行任務的
101架機的首飛功能、構型、準備
階段的任務要求、設計更改、製造
偏離和試驗完成情況進行了質詢和
討論。
評審委員會認為，C919首飛機實

際構型、全機功能和系統特性明
確，已在試驗室試驗、機上試驗以
及低速滑行等環境下得到充分驗
證，裝機狀態明確，符合設計要
求。製造過程、首飛試飛大綱等均
按照適航法規要求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今年以來，深圳機場、四川綿陽機場等內
地多個機場接連發生「不明飛行物」干擾
民航飛行事件，導致多架次航班備降及航
班延誤。為加強機場淨空保護，深圳市交
委近日起草了《深圳市民用機場淨空保護
管理辦法（草案送審稿）》（簡稱《辦
法》）並公開徵求意見，升放無人機、航

空模型等12種行為將被明確禁止。
近年來，隨着無人機愛好者的增加，無

人機誤闖機場淨空區影響民航飛行安全的
事件屢屢發生。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馮正
霖近日表示，民用無人機進入一個高速發
展階段，使用不當帶來的危害開始顯現，
比如干擾飛機飛行等。民航局會研究推行
無人機實名制管理方式。

深圳機場相關負責人表示，深圳機場淨
空保護區是機場跑道兩端各20公里、兩側
各10公里的矩形區域。當無人機等升空物
體與民航航班撞擊，或吸入發動機的時
候，可能會產生機毀人亡的後果。使用無
人飛行器要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嚴禁在機
場淨空保護區內放飛。
針對升空物的防控，深圳將通過立法來

體現。在《民用機場管理條例》的基礎
上，《辦法》羅列出12種在民用機場淨空

保護區域內的禁止行為，其中，明確禁止
升放無人駕駛自由氣球、繫留氣球、航空
模型、無人機等升空物，或者進行飛艇、
熱氣球、滑翔機、動力傘等飛行活動。
為維護機場淨空安全，《辦法》規定，
在民用機場淨空保護區域內，禁止修建超
過民用機場及助航設施淨空障礙物限制高
度的建築物或者設施；禁止在機場圍界外5
米範圍內，搭建建築物或者從事挖掘、堆
積物體等影響機場運營安全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美國
飛虎隊桂林遺址公園開園兩周年之際，昨
日，美國飛虎隊歷史委員會正式向桂林捐
贈了一架C-47飛機。這架飛機將永久陳
列在廣西省桂林市臨桂區秧塘機場遺址的
美國飛虎隊桂林遺址公園內，以傳遞不畏
艱辛的「駝峰精神」，成為中美兩國人民
友誼的延續和永恒的見證。
經了解，這架C-47飛機機是為反法西斯

戰爭作出過貢獻、現存的全球最後一架具
備飛行能力的C-47飛機。這是繼「二戰」
後，C-47飛機首次重飛「駝峰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
日，廣州從化發
生一起重大安全
事故，當地在建
的廣州第七熱力
發電廠平台（腳
手架）發生坍
塌。據從化市政
府當日下午通
報，事故共造成

9人死亡，2人受傷，多級政府組織的救
援及事故調查、善後工作組正全力展開工
作。至截稿時止，國家住建部已緊急派員
趕赴現場。據悉，熱力電廠是廣州市政府
全力推進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第七
熱力發電廠是其中5個當中之一，也是建
設速度最快，有望第一個投產的電廠，目
前處在收尾階段。
事發的第七資源熱力電廠位於廣州從化

區鰲頭鎮潭口村南側。昨日傍晚，從化區
安監局副局長李熾彬表示，經初步調查，
當時共有11名工人在該熱電廠進行鋼結
構雨棚施工，其中10名工人在距離地面
40米高的作業平台上，1名工人在地面作
業。由於作業平台搭建比較簡易，致使施
工過程中發生突然坍塌。倖存的2名傷者
已送醫院救治，截止到目前，兩人生命體
徵平穩，無生命危險。

施工單位存趕工期嫌疑
值得關注的是，為推動廣州5大熱力電廠

的建設，廣州市環投集團採取了四大措施，
其中之一是「優化方案，科學縮減建設工
期」，採取有力措施，全面優化施工組織和
設計方案，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節約工期。
而事發的第七熱力電廠進展最快，從開工到
點火烘爐，歷時僅一年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喬輝、王月內蒙
古報道）昨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右
旗溝門鎮北只圖村向陽小區發生爆炸事
故，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5人受傷。
事故發生在13時55分，爆炸導致該棟

居民樓的其中一個單元整體塌陷。目前小
區內爆炸點附近居民已全部疏散到安全地
帶，事故造成3人死亡，25名傷者已及時
送往醫院救治，4名重傷者已轉往市區醫
院救治。事故發生後， 當地政府立即開
展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目前， 事故原
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穗發電廠塌平台9死2傷

內蒙古居民樓爆炸3死25傷

美C-47贈滇飛虎隊遺址公園

■■珠三角地區逐步放寬外來工入戶珠三角地區逐步放寬外來工入戶，，吸引技能型人才吸引技能型人才。。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攝攝

■■昨日昨日，，穗發電廠塌平穗發電廠塌平
台致台致99死死22傷傷。。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國產大型客機國產大型客機CC919919通過首飛技術評審通過首飛技術評審。。圖為國產大飛機圖為國產大飛機CC919919停放在位於中國商飛公司的停放在位於中國商飛公司的
機庫內機庫內。。 中新社中新社

■今年初，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創新及科技園合作備忘錄簽署。圖為落馬洲河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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