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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擬出台新政 降製造業成本

李克強：增強科創能力 促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當選深圳市長 陳如桂：強化深港合作
承諾確保樓市健康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仰鵬 深圳報道）在昨日召開的廣東省深

圳市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陳如桂高票當選深圳市

長。他強調，深圳要確保房地產健康，更加注重對外開放，尤其是

深化深港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媒體見面會上，陳如桂就應對
「大城市病」、深圳住房，治

水，城市規劃、提升市民幸福感以及服
務創新型企業等方面回答了記者提問。

城市規劃將注重對外開放
在住房方面，陳如桂指出，深圳要確
保房地產健康、穩定地發展，構建多層
次的住房體系，加強保障措施，更好地
滿足群眾需求。 解決好住房問題、有
更多優質學校供孩子選擇、生病能在深
圳享受全國一流的醫療服務、居住的環

境生態優美以及城市更加安全、文明、
和諧，這就是深圳市民嚮往的美好生
活。未來政府將在民生方面增加投入。
在城市規劃建設方面，陳如桂指出，
深圳的城市規劃建設在全國堪稱標杆，
未來將更加注重對外開放，尤其是配合
深化深港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與人大代表見面時，陳如桂表示，
來深圳工作一個多月，深圳人改革創新
的強烈願望、開拓進取的奮鬥精神深深
地感染了他。當前深圳發展迎來很多機

遇，如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等，同時也面
臨不少挑戰，如高房價、交通擁堵和水
體污染等「大城市病」問題。
陳如桂強調，面對機遇和挑戰，深圳
必須用更大的決心，實現有質量、有效
益的快速增長，為全省、全國作出貢
獻。

以前海踐行改革創新使命
7月20日上午，深圳市六屆人大常委
會舉行第十八次會議，決定任命55歲
的陳如桂為深圳市副市長、代理市長。
自上月調任深圳以來，陳如桂進行了一
系列的密集調研。8月1日，陳如桂到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進行他調任
深圳後的首次工作調研。他表示，前海
是深港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核心引擎，要精

耕細作、精雕細琢，用一流規劃和創新
理念推動前海建設發展。
陳如桂強調，前海開發建設要特別注
重制度創新，在現代金融、深港合作、
營商環境和人才引進等重點領域大膽探
索、先行先試，以前海擔當踐行國家改
革創新使命。要特別注重產業質量，聚
焦主導產業定位，大力吸引更多港資企
業、國際化企業進駐，推動高端新產
業、新業態在前海集聚發展。
8月9日，陳如桂率隊到華為進行其

調任深圳後的首次企業調研。陳如桂
表示，深圳要一步加大服務企業力
度，全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更好地助力企業扎根深圳做大、做
強、做優，為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
業創新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
城市提供支撐。

穗搗二手複印機走私團夥
涉款30億

南方日報：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挺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深刻闡述加強
黨的領導、推進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
性，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的新要求：
「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把全
面從嚴治黨的思路舉措搞得更加科學、
更加嚴密、更加有效。」《南方日報》
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管黨治黨寬
鬆軟不是一兩天形成的，嚴緊硬也絕非
一日之功。我們必須堅定信心、持之以
恒、久久為功，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
深挺進。

文章指出，5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高標準和守底線相統
一，堅持抓懲治和抓責任相統一，堅持
查找問題和深化改革相統一，堅持選人
用人和嚴格管理相統一，推動全面從嚴
治黨取得歷史性成就，贏得人民群眾高
度評價和極大擁護。但正如習近平總書
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
講話指出：「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沾沾自
喜、盲目樂觀。全面從嚴治黨依然任重
道遠。」
文章續指，保持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定

力，就要充分認識到歷史使命越光榮，奮
鬥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複雜，我們就
越要從嚴治黨，矢志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
黨，使黨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
繫，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文章進一步指出，堅定不移推進全面

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必須堅持問題導
向，着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對
黨的執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標
本兼治是我們黨管黨治黨的一貫要求。
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必須堅
持標本兼治。全面從嚴治黨治標和治本

內在統一、相輔相成，要堅持思想建黨
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使加強制度治黨
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
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
黨的過程。要進一步創新制度機制，完
善黨內監督制度，積極穩妥推進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
健全黨內問責機制，強化巡視監督，全
面紮緊制度籠子。要鑄牢理想信念這個
共產黨人的魂，探索實現自我淨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治本方
法，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兩華生日本遇襲
一亡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海關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海關總署緝私局的
統一部署和廣東分署緝私局組織協調下，廣州
海關近日聯合多地海關開展打擊走私二手複印
機、打印機專項行動。廣州海關33個抓捕小
組，分別在廣東、遼寧、江蘇、湖南、福建等
地摧毀10個涉嫌走私進口二手複印機、打印
機的走私團夥，當場抓獲疑犯20名，查扣涉
嫌走私進口的二手複印機、打印機1,870台及
一批相關證據資料。據初步估算，全案涉案案
值高達約30億元人民幣。
經查，2013年至今年6月，以謝某、曾某等
為首的多個走私團夥涉嫌以一般貿易低報價格
方式，走私進口原產地為美國、日本等國家的
二手複印機、打印機。走私團夥向國外企業訂
貨，然後交給國內有資質經營二手複印機、打
印機的公司報關進口。在報關進口過程中，其
向海關提供的是虛假發票、合同。走私團夥將
二手複印機、打印機經過翻新加工後，低價租
賃、出售，賺取非法利潤。
廣州海關表示，此次集中打擊行動，對利用

以低報價格方式走私進口二手複印機、打印機
的犯罪團夥給予了全鏈條打擊，進一步規範市
場秩序。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穗查扣裝有走私打印機的穗查扣裝有走私打印機的
貨櫃車貨櫃車。。 廣州海關供圖廣州海關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
人員。任命魏山忠為水利部副部長；任命葉貞琴為農業
部副部長；任命王曉東為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
會組織委員會副主席。
免去吳道槐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職務；免

去陳曉華的農業部副部長職務；免去楊煥寧的國家安全
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職務；免去李剛的國務院僑務辦
公室副主任職務；免去房建孟的國家海洋局副局長職
務；免去許寧的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組織委
員會副主席職務。

國家安監局長
楊煥寧被免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經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湖南省
檢察院昨日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陝
西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副書記、副
主任（副部級）魏民洲決定逮捕。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
中紀委網站資料顯示，魏民洲

生於1956年8月，陝西華陰人。
他於2007年在陝西商洛市委書記任上當選陝西省委
常委，成為省部級官員。進入陝西省委領導班子後，
他擔任了近5年陝西省委秘書長，4年西安市委書
記，去年12月卸任西安市委書記後任現職。本月3
日，他因嚴重違紀被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值得一提的是，出現電纜問題的西安地鐵3號線項目開

工時段，正是魏民洲擔任該市市委書記期間。他擔任西安
市委書記期間，陝西省委巡視組曾於前年底、去年初巡視
西安市，查出西安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法制晚報》此前
報道指，魏民洲是「兩面人」，他落馬前曾在台上多次提
及反腐，比如聲稱「前不久有人冒充是我的親戚，我在這
裡講，我家親戚都在農村，沒有做生意的」等。

陝人大原副主任
魏民洲涉受賄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東
省經信委主任涂高坤昨日做客廣東民聲
熱線節目時透露，廣東將出台「降低製
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新
政，對在境內上市企業補貼50%中介費
用，將技術改造普惠性事後獎補政策扶
持門檻放寬到主營業務收入1,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受惠企業數量將擴
大一倍多。

放寬技改事後獎補門檻
作為製造業大省，處於加速「脫虛回
實」進程中的廣東，謀求進一步降低實
體經濟企業成本，扶持製造業發展。今
年2月，廣東出台了關於降低實體經濟
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分別從企業

稅費負擔、融資成本等6個方面降低實
體經濟企業成本。
即將出台的降低製造業企業成本支持

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18日通過了
廣東省委常委會審議。政策措施聚焦製
造業企業，從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用地
成本、社會保險成本、用電成本、運輸
成本等方面提出相應措施，進一步加大
對實體經濟的扶持力度。
涂高坤透露了該新政的若干亮點，如
廣東將對在境內上市企業補貼券商保薦
費等相關中介費用的50%，對在「新三
板」掛牌的民營企業獎勵50萬元，對
「廣東省高成長中小企業板」的掛牌企
業按融資額3%給予補助，支持鼓勵企
業應收賬款融資等。

此外，廣東下一步將把技術改造普惠
性事後獎補政策扶持門檻放寬到主營業
務收入1,000萬元的工業企業，政策覆
蓋面擴大一倍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到科
技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
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負責人詳
細介紹了國家高新區和自主創新示範區建
設、科技成果轉化、「雙創」發展以及支
持企業研發的政策落實等情況。在座談會
上，李克強對科技戰線廣大幹部職工在推
動國家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所
做的卓有成效工作予以肯定。新形勢下，

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深入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強大
動力，充分發揮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的獨特
優勢，持續提升整體創新能力，加快建設
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

加快創新成果有效轉化
李克強指出，當前要把握科技革命帶動

產業變革加速等新特點，依託網絡、大數
據等平台，在科技創新中推動融通發展。

要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通，構建良好創
新生態，打造開放創新平台，提升創新效
率，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實施「中國製
造2025」，努力攻克關鍵技術，推動定製
化、智能化供給創新，進一步提升科技對
經濟的貢獻率。要促進基礎研究、應用研
究與產業化對接融通，鼓勵更多企業進入
基礎研究，發展科技中介等服務，加快創
新成果有效轉化。要促進科研院所、高
校、企業、創客等各類創新主體協作融

通，堅決打破單位、部門、地域界限，推
動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自
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更加蓬勃發展，形成科技創新的倍增
效應。
李克強強調，各有關部門要深入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講話
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明確要求，
切實把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支持科技創新
的各項政策落到實處，着力打通政策落實

「最後一公里」，在科研立項、經費管
理、職稱評定、崗位設置等方面，進一
步給科研院所和高校鬆綁減負，進一步
激發科技人員創新活力，進一步為青年
科技人員創造良好發展環境，讓他們有
實實在在的切身感受，更好發揮科技創
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促進我
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
準，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
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
間21日晚，日本靜岡縣富士市警方接到
報警。警察趕到現場時，發現兩名中國研
修生倒在血泊中，一男一女，女子已身
亡，男子被緊急送往醫院接受醫治。
當地時間21日晚8點20分許，兩名受
害者疑似在一房間中被砍傷，另一位中國
女性發現後立即報警。據警方介紹，兩名
受害者上半身均帶有疑似刀砍的傷痕，事
發房間為多人居住宿舍，警方已對受害人
舍友及周邊等展開調查。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日前及時發佈消息，

表示高度關注，第一時間向日方表達關
切，要求日本警方盡快破案。同時，大使
館緊急與國內相關部門聯系，查找被害人
家屬，全力處理善後事宜。

■■廣東將出台新政廣東將出台新政，，降低製降低製
造業成本造業成本。。圖為深圳比亞迪圖為深圳比亞迪
汽車生產線汽車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魏民洲魏民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如桂當選深圳市長陳如桂當選深圳市長。。 中新社中新社

■陳如桂表示，前海是深化深港合作
的重要平台。圖為深圳前海港貨中
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