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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新能源汽車項目落戶西安

成都高新區將建中英研究院 青島軟博會
達意向金額2.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西安市與吉利集團日前在西安簽署合
作協議，這也標誌着吉利新能源汽車產業
化項目正式落戶西安。
據悉，該項目計劃今年年底前開工，
2020年建成投產後，將為西安汽車產業突
破式發展和陝西省實現100萬輛整車產銷目

標提供有力支撐。陝西省委書記婁勤儉、
省長胡和平出席簽約儀式。

年底前開工 2020年投產
據介紹，吉利新能源汽車產業化項目選
址西安經開區涇渭新城，主要建設新能源
汽車整車製造、零部件生產、物流配套，

包括沖壓、焊裝、塗裝、總裝的四大工藝
廠房，以及與之配套的管理中心、生活配
套區等各項輔助設施。

將形成一個汽車產業圈
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在簽約儀式後表

示，吉利已經在寶雞建廠，西安和寶雞距
離比較近，未來可形成一個汽車產業圈，
相互之間有協同效應。由於目前寶雞以及
整個陝西，汽車零部件的佔比還不夠大，
多是從江浙一帶運過來的，距離遠，成本
高。因此吉利希望能夠在陝西境內，特別
是在寶雞和西安之間把零部件的生產基地
建立起來，使汽車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吉利新能源汽車產業化項目落地西安，會
把許多零部件企業吸引到西安落地。如此
一來，汽車質量、成本、研發、人才、服
務等各方面水平都會越來越好，競爭力會
不斷提高。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簽約儀式上表示，

西安吉利新能源汽車產業化項目，是雙方積
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落實「五新」戰
略，打造百萬輛汽車重鎮和千億級汽車產業
集群，帶動萬億級裝備製造大產業，建設製
造強市的標誌性重大戰略項目。

■西安市長上官吉慶（左）與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進行項目簽約。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英
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PL，National Physi-
cal Laboratory）、布魯內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四川明信集團
及成都高新區日前簽署協議，
四方將在成都高新區成立中英
質量創新與智慧技術聯合研究
院（簡稱「中英研究院」）。

形成戰略決策智庫
根據協議，中英研究院將充

分吸納國內外智能製造、生產
裝備智能化升級、工藝流程改
造和基礎數據等領域的創新技
術，開展工業4.0核心技術與
研究成果轉化，建設工業4.0
新型業態的人才匯聚平台、科
技創新平台和產業孵化平台，
助力四川省打造中西部先進製
造業的產業中心，力爭將四川
省建設成為質量工程與智慧技

術創新區和產業輸出區，形成在中國乃至世
界具有影響力的新一代質量工程及智慧技術
的戰略決策智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奕霞 山東
報道）2017中國（青島）國際軟件
融合創新博覽會暨信息通信技術博覽
會近日落幕。
本次展會以「ICT助力產業升級」

為主題，展示面積20,000平方米，微
軟、IBM、華為、百度、中興、阿里
雲、神州數碼、中軟國際等中外217
家企業參展。吸引專業觀眾和市民約
40,000人次，達成意向金額2.8億元
人民幣，其中，500萬元以上重大項
目合作意向36個。

逾500萬元合作項目36個
據主辦方介紹，此次展會專家雲

集，展會期間舉辦的中國（青島）信
息通信技術高峰論壇連續提出多個新
概念：智慧製造雲、智慧軟件、智能
互聯網等專家觀點，為引領行業創新
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上半年，鄭州海關累計監管跨境電子
商務進出口清單3,829.7萬票，商品總值
50.1億元(人民幣，下同），分別增長

26.0%和78.1%。其中進口
清單3,468.1萬票，商品總
值 49.1 億元，分別增長
20.5%、75.4%；出口清單
361.6萬票，商品總值1.0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1.3倍和
5.8倍。
目前，河南跨境電子商務
業務模式有網購保稅進口、
直購進口和特殊區域出口、
一般出口4種，覆蓋4個地
市（鄭州、洛陽、許昌和焦
作）8個海關業務現場。
河南跨境電子商務整體業

務量穩步增加，商品金額由2014年的1.02
億元發展到2015年39.9億元，再到2016
年的66.5億元，再到今年上半年的50.1億
元，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記者從山東省經信委獲悉，上半年該
省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整體延續平穩增
長態勢，出口首現回升。
據統計，上半年山東共實現軟件業務

出口6.6億美元，同比增長14.3%，高於
去年同比增速3.6個百分點，在上半年逐
月回落態勢下本月首次回升。其中嵌入式
系統軟件出口 4.4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5%，拉動全省軟件業務出口增速提高
12.2個百分點；外包服務出口1.3億美
元，同比增長2.9%。

省內規模內軟件企業4037家
據悉，山東規模內軟件企業4,037家，
上半年共實現軟件業務收入2,414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4.2%。實現利
潤、利稅分別為147.7億元、276.1億元，
同比增長18.1%、17.8%。利潤率6.1%，
高於去年同期0.3個百分點。濟南、青島
兩市共實現軟件業務收入2,213.9億元，

佔全省比重91.7%。其中濟南實現軟件收
入1,308.5億元，同比增長12%；青島實
現軟件收入 905.4 億元，同比增長
16.4%。

14家軟件園區年收入逾3000億
據介紹，在山東14家軟件園區中，聚

集了3,000多家軟件企業，年收入超3,000
億元，佔全省軟件業務總收入 70%以
上。其中，2,000家位於齊魯軟件園和青
島軟件園，分別佔濟南、青島兩市軟件業
務收入的54%和60%。
上半年，海爾、海信、浪潮、東方電

子和中創軟件五家軟件百強企業共實現軟
件業務收入360億元，佔全行業14.9%的
比重，平均同比增長6.3%，增速高於去
年同期1.1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後發優勢明顯，

上半年，軟控股份、新北洋、正元地理軟
件業務收入分別增長148.61%、64%、
36%。

山東軟件上半年出口首現回升

■四方簽約將在成都高新區成立中英質量創新與智慧技術
聯合研究院。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
道）記者從河南省商務廳了解到，為發
揮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引領作用，
搭建全球跨境電商交流合作平台，探索

全球跨境電子商務制度創新、管理創
新、服務創新的新經驗、新模式，河南
省日前在鄭州舉辦全球跨境電子商務大
會。

河南首辦全球跨境電商大會

豫跨境電商上半年商品總值破50億

■河南吸引內地大批電商企業集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

深圳開通「新農合」異地實時報銷
「互聯網+」打通支付橋樑 推動醫療社保體系進步

西安30億創投種子基金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

報道）陝西西安市日前正式發佈
《「創業西安」行動計劃（2017—
2021）》，根據該行動計劃，西安將

設置3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創業投
資種子基金，支持眾創空間和孵化器設立
投資基金，聯合高校院所、領軍企業設立
內部創業基金。到2021年，全面形成覆
蓋全市、享譽全國的創業生態環境。
此外，西安將設立「創新創業券」，

建立總額5億元的獎補資金池，即時兌
現普惠性創新創業政策，支持創業企業
參加特色創業社群舉辦的創業教育、創
新創業成果交易展會等孵化服務活動。

陝
－
西

廈門推人才新政 頂尖團隊最高可獲億元資助

公路建設投資增速全國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最新數據顯示，截至7月10
日，新疆上半年公路建設項目累計
完成投資561.69億元（人民幣，下

同），是去年同期完成投資額的5.1倍，
增速全國第一。
據悉，今年新疆交通建設項目達到

4,347個、總投資8,212億元，計劃完成
投資2,006億元。截至7月10日，3,833
個項目已完成施工圖設計，佔88.2%；
3,287個項目已開工建設，佔75.6%；累
計完成投資561.69億元，完成年度計劃
任務的28%。

新
－
疆

上半年外貿額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

道）據廣西統計局通報，廣西上半
年全區生產總值8,179.81億元，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2%，增速

與上年同期持平。上半年，廣西外貿進
出口增速提高，進出口額1,785.96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30%。
今年以來，廣西積極促進實體經濟發

展和產業優化升級，上半年全區經濟運
行平穩，實現GDP同比增長7.2%。此
外，廣西外貿進出口增速提高，進出口
額 1,785.96 億元，同比增長 30%。其
中，與東盟雙邊貿易額890.74億元，重
新恢復兩位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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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新農合」支付上線當天，老家在四
川的楊先生為住院的妻子在微信上體驗

了「新農合」跨省（異地）就醫聯網結報：住
院總費用為14,853.96元（人民幣，下同），
「新農合」報銷部分6,180.66元，由系統直接
記賬；除去住院押金8,600元，只通過微信支
付了自費部分的73.30元。

微信操作一分鐘完成
據了解，微信「新農合」支付使用起來非
常方便，只需要在微信中按照要求填寫個人
信息、參合地和轉診單號，就可以成功綁定
轉診單。住院期間可以每天查看費用明細及
報銷金額，出院時通過微信支付混合結算，
實現在線上「新農合」跨省（異地）就醫聯
網實時結報。 原來需要跨越上千公里耗時1
至3個月甚至更久的報銷路，現在只需在微
信操作1分鐘，現金壓力得到了很大緩解。
深圳市龍華區人民醫院院長羅新樂告訴記

者，微信「新農合」支付的出現，不僅打通了
「新農合」與移動支付的橋樑，解決了患者
異地就醫「報銷煩」的老大難問題，而且將
各種大數據串連起來，讓醫院更清晰地發現
醫療體系和患者各自的切身需求，解決整個
醫療體系中的根本痛點，從而不斷創新業務

服務模式。同時，患者、醫院、騰訊、國家
平台多方密切合作，使資金流轉流程更加合
理、透明，更能在整體上推動中國醫療和社
會保障體系的不斷進步。

結報總金額破兩千萬
據悉，醫院接入微信「新農合」支付後，
可接收來自遼寧、吉林、安徽、海南、四川
（部分）、貴州、陝西、甘肅八個省份的「新
農合」患者，實現跨省就醫實時結報。國家衛
生計生委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6月，全
國共實現跨省就醫聯網結報服務2,369人次，
結報總金額2,647萬元。
早在今年2月23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異地就醫
結算中心與騰訊公司簽署了《城鄉居民基本醫療
保險（「新農合」）跨省就醫聯網結報合作框架
協議》，利用騰訊公司在「互聯網+醫療」、移
動支付等方面的資源及優勢，大力推進我國「新
農合」的跨省就醫聯網結報工作。而此番，深圳
首例上線的微信「新農合」支付，就是騰訊「互
聯網+」打造的重點服務項目。
目前，微信「新農合」支付也正與廣東省
第二人民醫院、深圳市南山醫院等醫院技術對
接中，很快將上線服務更多的「新農合」跨省
就醫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全國首個微信「新農合」

支付業務近日在深圳市龍華區人民醫院上線，該院1名在四川達州參

加「新農合」的出院患者，已通過手機微信完成了出院費用結算，

成為全國首位通過微信實現跨省異地線上結算的「新農合」參合

者。今後，經過規範轉診跨省就醫的「新農合」患者能夠在醫院實

時結報，享受到比回參合地報銷更加便捷的異地實時結算服務，大

大縮短了醫療保險結算時間，提高了患者和醫院雙方的診療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廈門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日前舉行的福建廈門市
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專題部署會暨
政策說明會上獲悉，廈門市已於近日出台
《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
進人才強市戰略的意見》(簡稱《廈門人才
新政45條》)，這項人才新政在引才上以頗
大力度派送「真金白銀」，從加大重點人
才支持力度、破除人才發展體制障礙、發
揮對台人才交流優勢等入手，集聚海內外

英才築夢廈門。
據介紹，今次廈門人才新政突出圍繞廈

門重點產業和重大社會項目引才聚才。將
集成電路、智能製造、軌道交通等重大項
目、重點產業引才聚才，加大重點團隊支
持力度，對一流頂尖團隊給予1,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至1億元資助；注重緊
缺人才培養，分別給予新建博士後創新實
踐基地、技工培養基地60萬元、50萬元補
助，給予在站博士後生活補貼每年10萬

元；亦強化人才企業跟進扶持、對營收超
3,000萬元的引進高層次人才創辦企業，按
其業務收入的1%給予獎勵。

促進兩岸人才交流合作
在兩岸人才交流上，新政亦提出許多創

新舉措，如實施台灣「首來族千人計
劃」，每年邀請1,000名台灣青年來廈參
訪、學習、就業；給予台灣學生廈門生
源待遇，參照廈門生源標準發放實習見

習補貼，並每月給予租房補貼；對重點
引進的台灣專業人才，按其年薪的
25%、最高12萬元發放補助；對企業接
納符合條件的台灣人才就業給予企業每
人3萬元補助。
廈門市相關人士表示，今次人才發展體

制機制改革，核心是向用人主體放權、為
人才鬆綁。除了給予「真金白銀」支持，
從整體上建立人才「安居樂業」環境也受
到新政重視。

■■全國首個微信全國首個微信「「新農合新農合」」支付業務近支付業務近
日在深圳上線日在深圳上線。。圖為楊先生在辦理微信圖為楊先生在辦理微信
支付住院費支付住院費。。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