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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橋珠海口岸推「一站式」通關

亞洲最大絞吸挖泥船
「天鯤號」成功下水

設 78 客貨車通道 力建最智能最便捷口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港珠澳大橋已進入今年底全
線建成的收官期。昨日，拱北海關在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廣場舉行誓師動
員大會，為大橋開通前各項籌備工作開展「百日衝刺」。拱北海關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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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珠海口岸設客、貨車通道共 78 條，力爭建成最智能、最便捷的一
流口岸，包括「一站式」卡口系統在內的 7 大平台、近 100 個系統在爭
分奪秒開發中。而目前正研究創新大橋口岸海關監管模式，推廣「一站
式」通關，積極探索對通行大橋的粵港貨車實行「跨境快速通關」監管
模式，實施「查驗結果參考互認」等口岸通關業務合作，最大限度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要素便利往來。

據港珠澳大橋建設方案，大橋實施「三
地三檢」模式，分設珠海、澳門、香

港三個口岸。拱北海關透露，珠海口岸分
為旅檢區、貨檢區兩部分，佔地面積分別
達 35.6 萬、23.4 萬平方米，其中旅檢樓設
「珠港進出」、「珠澳進出」共 4 個旅檢
大廳。而貨車通道共 30 條，進出境各 2 個
查驗平台；客車通道共 48 條，進出境各一
個查驗平台。
作為大橋珠海口岸的主管海關，拱北海
關自口岸開建以來便開展 24 小時全天候駐
島工作，在海關監管場所建設方面提出並
全程督辦「海關標準」建設。拱北海關透
露，今年 4 月，國務院批覆同意港珠澳大

橋珠海公路口岸對外開放，開通前各項準
備工作正全面鋪開。

最新技術監管設施陸續進場
拱北海關關長周斌指出，將全力確保口
岸順利開通、高效運作，並積極探索新型
通關監管模式。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海關機構籌建辦公室主任李連海也表示，
大膽進行改革探索，主動與口岸聯檢單
位、與地方政府各部門、與港澳海關開展
溝通合作。
拱北海關介紹，包括 H986、CS1000T
等非侵入式查驗設備在內，體現最新技術
的海關大型監管設施設備已經陸續進場；

包括「一站式」卡口系統在內的 7 大平
台、近 100 個系統正在爭分奪秒開發中，
力爭將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建成最智能、
最便捷的一流口岸。

實施「查驗結果參考互認」合作
同時，大橋珠海口岸也將享有拱北海關
落實部署的各項通關「紅利」。例如，今
年 10 月 1 日起，全國通關一體化改革全面
實施，企業享受了選擇任意地點報關的便
利，「自主申報、自行繳稅」改革讓企業
可先提貨後打印稅單，這些改革都將在開
通後的口岸實施。

此外，拱北海關已早在拱北口岸、橫琴
口岸實施「一站式」驗放車輛、在橫琴口
岸開展關檢「一機一台」查驗機制創新、
與澳門海關開展了一系列查驗結果參考互
認等，都取得較好成效。下一步，將有計
劃推廣這些經驗，研究創新港珠澳大橋口
岸海關監管模式，推廣「一站式」通關，
積極探索對通行港珠澳大橋的粵港貨車實
行「跨境快速通關」監管模式，實施「查
驗結果參考互認」等口岸通關業務合作，
打造高速通關平台，最大限度促進粵港澳
大灣區要素便利往來，促進貿易和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

國產大飛機 C919「水陸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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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自主
研製的 C919 大型客機「水陸空」齊驗證。昨
日，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C919 大型客機
101架機進行第三次試飛。飛機飛行至江蘇省
南通市上空，多次盤旋。試飛共持續近 4 個
小時，最高飛行高度約3,000米。
今年5月5日，C919大型客機101架機成功
「首飛」，又在9月28日進行第二次試飛。

「陸」上驗證也緊鑼密鼓，中國商飛公司
方面稱，C919 大型客機 102 架機已於 11 月 2
日成功完成發動機點火試驗，計劃在今年底
「首飛」。

在美順利完成防彈穿透試驗
中國民航局適航審定中心消息稱，上海審
定中心審查團隊近日在美國順利完成 C919 大

型客機駕駛艙分界（駕駛艙門、前廚房和前
盥洗室）防子彈穿透試驗目擊任務。
試驗驗證採用的射擊速度達到每秒 436
米。結果表明，前廚房和前盥洗室規劃的試
驗點全部成功抵禦子彈穿透。
此外，C919 大型客機在「水」上也有不俗
表現。上海審定中心審查團隊於近日順利完成
C919大型客機水上迫降適航驗證試驗目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由上海振華重工建造的 6,600 千瓦絞刀功率
重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鯤號」，昨日在江
蘇啟東成功下水。建成後，它將成為亞洲最
大、最先進的絞吸挖泥船。「天鯤號」的成
功下水，標誌着中國疏浚裝備研發建造能力
進一步升級，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天鯤號」遠程輸送能力
15,000 米為世界之最，適用於沿海及深遠海
港口航道疏浚及圍海造地。振華重工海工集
團副總經理奚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中國要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振華重工亦
在此領域頗多着力，早前提及海工多理解為
開採石油，但如今的工程船正不斷拓展內涵。
除了石油，海底並有諸多礦產。奚璐透
露，振華重工正在研發特殊工程船從事海底
採礦，採礦之後能在船上直接冶煉，剩餘的
渣子則可以繼續回填，如此作業既免去了來
回奔波，又不會破壞海底生態環境。

京津冀啟污染預警
今起持續 5 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市預
警中心昨日發佈「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
將於今日零時至 8 日零時啟動該預警，屆時
國Ⅰ、國Ⅱ排放標準機動車及建築垃圾、渣
土、砂石運輸車輛禁止上路行駛。
環保部前日稱，今日至 8 日，京津冀及周
邊地區將出現一次區域性重污染天氣過程。
今日空氣品質以「3 級輕度污染」為主，5
日至 7 日空氣品質達到「5 級重度污染」，6
日可達到「6 級嚴重污染」。受 7 日晚間冷
空氣影響，北京市空氣品質將逐漸好轉。

朱立倫：新北在陸設辦乃為民服務
遭陸委會「收權」呼籲勿從政治角度否定

■兩岸文博會台灣頂級工藝展館內，精美的漆器
工藝品受到觀眾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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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文博會
盼文創攜手闖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新北市長朱立倫 2 日在市議會答詢時
表示，為協助台灣人民及新北市民在
大陸地區就業求學等需求，市政府會
針對議員建議盡快研擬在對岸設置聯
絡中心、服務中心或辦公室。但次
日，台灣陸委會就表態說，這是當局
職權，依法須經兩岸協商。對此，朱
立倫回應說，基於為人民服務角度，
只要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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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討論設置便捷的服務窗口，而不
是否定，「最重要的一個態度是從人
民角度出發，不要從政治的角度去否
定」。
2 日進行市政總質詢，有
新北市議會
中國國民黨籍市議員指出，朱立倫

主張兩岸和平共創雙贏，這種主張很
好。新北市民在大陸經商、創業、求學
及工作的人非常多，如果發生事情時，
求助無門。新北市可在北京設立駐北
京辦事處，並在港澳設立駐港澳辦事
處，作為協助新北市民的官方窗口 。
希望朱立倫在兩岸關係上為新北市發
揮作用。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民在大陸就業求

學發生需要協助的時候，市政府的確需
要積極作為，但做法上須符合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的規範。在從台灣人民和新北市民
的角度下考量，他願積極推動服務據點的
設立，這是可以考慮及討論的方向。
不過，陸委會 3 日立刻就事件表態說，
依照兩岸條例規定，兩岸事務屬於當局
職權，且赴陸設立辦事處涉及公權力延
伸，處理起來相對複雜。因此，不是台
灣單方面或地方政府可以獨自處理，必
須經由兩岸協商，由當局處理。

從人民角度出發
對此，朱立倫 3 日在市議會總質詢前受
訪表示，2 日有市議員提出這樣的想法，
對於在大陸設置服務機構的構想，是基
於從人民的角度考量。
他說，現在有非常多的台商、台生等
在大陸，如何做好為民眾服務的工作，
是市政府可以考量的。另外，必須在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下討論，因此，
台陸委會不必直接去否定。

朱立倫指出，在目前兩岸關係最低迷
的狀況下，台灣當局應該鼓勵城市交
流，以各種彈性服務在大陸的台生、台
商等，至於相關聯絡或服務中心設置地
點，不一定要設在哪一個城市。
他強調，有需要的話，不管是台灣當
局或縣市政府，基於為人民服務角度，
只要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應該要積
極討論設置便捷的服務窗口，而不是否
定，「最重要的一個態度是從人民角度
出發，不要從政治的角度去否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3 日
上午，第十屆海峽兩岸文博會在廈門國際會展中
心開幕，近千家參展台企帶來各種文創產品，展
示兩岸創意美學。台商陳立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示，兩岸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強國的概念，雖
然現今兩岸官方溝通停滯，但是兩岸文創交流必
須持續，才能攜手走向全球。
此次文博會為兩岸文化產業第十屆盛會，以
「一脈相承·創意未來」為主題，以「突出兩
岸、突出產業、突出投資、突出交易」為宗旨，
以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為目的，推動兩岸文創產業
的合作和落地。
開幕式後，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福建省委常
委、宣傳部長高翔等參觀了展館，並與台灣文創業
者交流。本屆文博會主會場共設12個展館，分為
「工藝藝術品」、「創意設計」、「數字內容與影
視」、「文創旅遊」等四大專業板塊，合計3,406
個展位，展覽面積7.3萬平方米，創歷史新高。
陳立恆表示，文化走向產業化要運用科技。任
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科技。
今年展會現場亦首次設立兩岸頂級工藝藝術品
展區，匯聚兩岸工藝大師的頂級工藝藝術品，並
首次聯合拍賣機構舉行「兩岸頂級工藝藝術品拍
賣會」。

陳水扁保外就醫 獲第12次展延

吳敦義提醒賴清德：應力求兩岸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
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 3 日拜會中
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會後，賴清德稱吳
敦義提醒，在兩岸關係上應該要力求和
平，對台灣、大陸與區域和平都有幫助。
當天，賴清德在同機構官員及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陪同下，拜

會吳敦義，兩人單獨會面 1 小時 15 分
鐘，並在會後舉辦記者會說明會談情
形。

兩岸穩健發展 才能造福台灣
關於會談內容，賴清德表示，吳敦義
首先盼台行政管理機構繼續推動高雄市

205 兵工廠搬遷工作，這是吳任高雄市長
任內推動許多公家事業遷移，唯一剩下
未完成的事。
其次，賴清德說，吳也建議，台中火
力發電廠造成周邊縣市空氣污染，台行
政管理機構應拿出有效對策解決，讓大
台中民眾有一個健康生活環境；會中吳

也支持台中目前規劃的捷運系統建設，
但盼能延伸到南投，這樣效益更大。
賴清德說，吳還提醒，在兩岸應該要
力求和平，只要兩岸能穩健發展，對台
灣、大陸與區域和平都有幫助。賴說，
吳這幾點指教他都非常感謝，會好好推
動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因貪污案被判
刑的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2015 年 1 月保外
就醫至今將近三年，台中監獄昨日認定扁「病情
未痊癒，尚須治療」，給予第 12 次展延，時間
從11月5日至明年2月4日。
陳水扁最近一次被媒體拍到是 10 月 27 日與兒
子陳致中北上訪友，行程結束後，在晚間抵達高
鐵台北站，搭上高鐵前往高雄左營站。
另外，日前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被問及特赦
陳水扁的議題時回應，若社會能達成共識就會考
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