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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雄安新區成立 比肩深圳滬浦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通知，決定設立
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
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
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
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部分區
域，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區
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

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現
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
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
件。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
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
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
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
里。
設立雄安新區，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
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

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
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
義。

習近平做七方面指示
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多次深入北
京、天津、河北考察調研，多次主持召
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
會議，研究決定和部署實施京津冀協同
發展戰略。習近平明確指示，要重點打

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在
河北適合地段規劃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
念引領的現代新型城區。今年2月23
日，習近平專程到河北省安新縣進行實
地考察，主持召開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
設工作座談會。
習近平指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要

突出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一是建設
綠色智慧新城，建成國際一流、綠
色、現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優美
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

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三是發展
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
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四是提供優
質公共服務，建設優質公共設施，創
建城市管理新樣板。五是構建快捷高
效交通網，打造綠色交通體系。六是
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
作用，激發市場活力。七是擴大全方
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
對外合作新平台。

南方日報：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思想和行動自覺

瓊黑隴魯4省書記同日履新
年齡介乎55至61歲「航天少帥」張慶偉受注目

7自貿區掛牌 定位各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內地省部級高

層人事調整密集展開。昨日一天之內，海南、黑龍江、

甘肅、山東四省調整省委書記。其中，有「航天少帥」

之稱的河北省長張慶偉履新黑龍江省委書記；海南省長

劉賜貴任海南省委書記；甘肅省長林鐸任省委書記；審

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調任山東省委書記。

此外，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唐仁健提名甘肅省長候選人；教育部
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沈曉明，出任海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

記。黑龍江省委原書記王憲魁、海南省委原書記羅保銘、甘肅省委原
書記王三運、山東省委原書記姜異康均已年逾64歲。
現年55歲的張慶偉曾在航天國防領域深耕逾20載，人稱「航天少

帥」。2001年，年僅40歲便成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次
年兼任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並當選十六屆中央委員，成為史上第
一位「60後」中央委員。2007年8月任國防科工委主任，2008年3月
任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2011年轉任河北省長至今，其
技術型官僚身份備受注目。

劉賜貴主政海南
新任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今年61歲，早年仕途履歷多在福建省，歷
任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局長、龍岩市市長，龍岩市委書記、廈門市市
長；2011年，他由廈門市市長北上擔任國家海洋局局長，2014年底，
「空降」海南任職，後當選省長，如今更進一步升任海南省委書記。

林鐸主政甘肅
時年61歲的新任甘肅省委書記林鐸早年在北京任職，曾歷任北京
西城區區長、區委書記、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等職。2010年，54歲的
林鐸北上黑龍江，先後出任哈爾濱市市長、市委書記。2014年8月，
林鐸再度履新，出任遼寧省委常委、紀委書記。2016年，西進履新甘
肅省長，躋身正省級之列，此番再升任甘肅省委書記。林鐸留下的甘
肅省長職務，已提名唐仁健為候選人。唐仁健曾長期在農業部、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任職，2014年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副
主席；2016年6月重返北京，執掌中央辦，至此再度下派，提名為甘
肅省長候選人。

劉家義主政山東
此外，同樣61歲的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調任山東省委書記。劉家
義一直在審計系統任職，1980年，他從四川省財政學校財政專業畢業
後，從四川省財政廳監察處的一名辦事員幹起，輾轉四川省審計局、
國家審計署駐成都特派員辦事處任職，1992年，劉家義進京出任國家
審計署商貿審計司副司長，之後一直在審計署工作，後歷任審計署審
計司司長、審計署副審計長。2008年3月，他接替李金華成為國家審
計署審計長至今，又下派山東出任省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全面從嚴治黨面對
面》日前由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聯合
出版。該書緊密聯繫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
從嚴治黨實際，緊密聯繫管黨治黨面臨的
新形勢、新任務，對如何認識全面從嚴治
黨的重大意義、如何把握《關於新形勢下
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基本精神、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
核心要義等11個問題作出了深入淺出的
解讀闡釋。《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

文章指出，該書有助於人們全面準確理解
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切實把思想和行
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

堅持公正用權 自覺接受監督
文章指出，《全面從嚴治黨面對面》集
中回答幹部群眾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
會精神過程中提出的熱點難點問題，既講
是什麼又講為什麼，既講怎麼看又講怎麼
辦，觀點權威準確，語言通俗易懂，文風

清新簡潔，是廣大幹部群眾理解、掌握全
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學習材料。
文章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管黨治
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需要經歷一個砥
礪淬煉的過程，要嚴字當頭、實字托底，
步步深入、善作善成。」深入推進全面從
嚴治黨，不僅要通過學習強化思想自覺，
還要通過實踐強化行動自覺。廣大黨員幹
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加強自律、慎獨慎
微，自覺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鬥爭，

從自己做起，從身邊人管起，從最近身的
地方構築起預防和抵制特權的防護網；在
選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則，堅持黨
管幹部原則，帶頭執行黨的幹部政策，堅
決糾正各種不正之風；防範被利益集團
「圍獵」，堅持公正用權、謹慎用權、依
法用權，堅持交往有原則、有界限、有規
矩；自覺主動接受監督，對黨忠誠老實，
決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絕監督，黨組織也
決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放鬆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李陽波、張
仕珍、于珈琳、俞鯤、 李兵、馮雷、王
莉、張蕊、孟冰及章蘿蘭報道）備受矚目
的中國第三批自由貿易試驗區，昨日分別
在陝西、遼寧、湖北、四川、河南、浙
江、重慶七省市掛牌成立。
據了解，新掛牌成立的七個自貿區戰略
定位各不相同。例如遼寧自貿區，其定位
是成為提升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整體競爭
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新引擎。浙江自貿
區，則把目標指向成為東部地區重要海上
開放門戶示範區、國際大宗商品貿易自由
化先導區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資源配置基
地。

滬「國際板」未有時間表
另外，最新發佈的《全面深化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中，
明確提及「支持優質境外企業利用上海資
本市場發展壯大」。昨日被問及是否今年
年內，A股就將即刻迎來外國企業時，上
海市發改委副主任朱民回應，上述事宜尚
需根據國家統一部署。不過，從上海方面
的表述看，「國際板」似乎尚未有明確時
間表。上海市金融辦副主任李軍在同一場
合亦僅表示，除了上市，外國公司目前更
多可以利用債券市場發展，未透露更多細
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
道）海洋國家實驗室「蛟龍號」共享航
次新聞發佈會昨日在青島舉行，搭載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向陽紅09」

試驗母船9日將從三亞啟航，開始
執行2017年試驗性應用航次（中
國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科學考
察任務，該航段中有五個潛次將執
行海洋國家實驗室鰲山科技創新計
劃項目。
據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高

級工程師楊剛介紹，本航段一直持
續到下月6日，五個潛次將利用
「蛟龍號」深潛器開展深潛作業，
進行地質學、生物學、環境學等多

學科的綜合研究工作。據了解，這五個
潛次是中國首次面向全國廣泛徵集、由
多學科專家共同研討確定並共同實施調
查和研究的潛次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2017中國（深圳）IT領袖峰會今日開幕，
BAT三巨頭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將聚首共
論「智能新時代」。今年IT峰會的主題為
「邁進智能新時代」，下設主題「人工智能：
中國機遇與挑戰」、「顛覆性技術與人類未
來」等高端對話，並將圍繞「無人駕駛與智慧
環境」等話題展開討論。
易觀國際分析群組總經理董旭認為，未來消

費者會越來越明顯的感知到人工智能給生活帶
來的變化，人機交互的界面也將日益豐富，和
生活各方面的融合亦將不斷成熟。

深圳IT峰會今開幕
業界聚焦人工智能

「蛟龍號」即將啟航科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
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網站今
年首三個月共公佈職務犯罪大要
案信息共64條，其中，共查辦涉
省部級官員13人，廳局級官員
49人，正處級官員一人。13名原
省部級官員中，有九人2月獲刑
為密集宣判期，其中，內蒙古自
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二審維
持死刑判決，最高人民法院原副
院長奚曉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其
餘人被判處九年至18年不等刑
期。
另外，前三月共有14名原省

部級官員當庭受審，其中，寧
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主
席白雪山，遼寧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書記蘇宏章以及廣西
壯族自治區黨委原常委、南寧
市委原書記余遠輝三人被訴當
月即受審，余遠輝從訴到審時
間最短。

春節兩會屬反腐高峰
經記者梳理，前三月中，檢察

機關查辦職務犯罪大要案的最密
集時期當屬春節和全國兩會期
間。節假日及關鍵時間節點前後
加碼反腐，會引發輿論聚焦，更
為官員敲響一記警鐘。 據媒體
報道，70%至80%的貪官有在節
假日收禮受賄的記錄。對有的貪
官來說，節日變成了「劫」日。

春節前後，檢察機關密集發力，
多名省部級官員被查或被訴。其
中，春節前夕，安徽省原副省長
楊振超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
權案，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
主任鄭玉焯涉嫌破壞選舉、受
賄案。春節剛過，又有國家安
全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馬
建，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
書記吳天君因涉嫌受賄被立案
偵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日前決定，深圳
市委書記許勤擔任河北
省委副書記。河北省委
原副書記、原省長張慶
偉已出任黑龍江省委書
記。
許勤現年56歲，畢

業於北京理工大學光電
工程系。自1987年進入中央部委原國家計委
工作後，歷任國家發改委高技術產業司司長、
深圳市委副書記，亦從去年底開始兼任深圳市
委書記。
另據媒體報道，深圳自建立特區以來的11

名市委書記中，共有五位出任其他省份的省長
或書記。由深圳市委書記升任省長或書記的例
子，包括梁湘於1988年出任海南省第一任省
長；張高麗於2001年出任山東省省長，目前
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
鴻忠於2008年初出任湖北省省長，現任天津
市委書記；馬興瑞於去年底出任廣東省省長。

許勤任河北省委副書記

■奚曉明2
月中被判處
無期徒刑。
資料圖片

首季13「大老虎」被查辦

■許勤 資料圖片

■劉賜貴主政海南。 資料圖片

■■「「蛟龍號蛟龍號」」本航段將本航段將
由本月由本月99日持續到下月日持續到下月
66日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慶偉主政黑龍江。 資料圖片 ■林鐸主政甘肅。 資料圖片 ■劉家義主政山東。 資料圖片

■今年 IT 峰會的主題為「邁進智能新時
代」。圖為寧夏科技館機械人表演。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