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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研借港優勢建自貿港
打造升級版自貿區 助力大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暨前海深港合作區諮詢委

員會2017年度會議日前在深圳召開，來自香

港和內地的諮委會委員就前海如何爭取自由

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

貿易港積極建言獻策。有專家建議，前海可

利用現有政策與香港的優勢，在前海蛇口自

貿片區實現率先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聯盟」
珠海揭牌

據了解，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
片區管委會主任田夫此前曾指出，黨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
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是
黨中央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戰略
部署，是全面升級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的重
大探索，也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在新時代
的全面躍升和戰略升級。
田夫強調，前海是深港合作和推動對外開
放的戰略平台，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要在「一
國兩制」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下大膽設
想、小心求證謀劃自由貿易港建設，既要敢
想、敢於突破，又要體現整體性、系統性的
改革要求。此外，前海將堅持「依託香港、
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在探索深港共建自
由貿易港的模式、路徑中，與香港實現相互

支撐、相互補充，與上海等地實現差異化建
設發展。

共建科技金融雙中心
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指

出，縱觀全世界成功的自貿港，各種資
金、商品和人才的流動都很自由，稅率比
較低，法制體系也比較完善，在亞洲比較
成功的就是新加坡和香港。而新加坡就是
從自由貿易區開始，逐步推行到整個國
家。他認為，這些經驗值得前海借鑒，前
海要更進一步利用現有的政策，跟香港已
經存在的自貿港融合，在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率先突破，即使未能全部區域開放，也
可探討在保稅區等特定區域進一步開放，
相信空間很大。

國家科技成果轉換引導基金理事長、招商
銀行原行長馬蔚華則表示，十九大提出要在
自貿區基礎上探索自貿港建設，前海有很大
空間，需要進一步開放，獲得更多制度紅
利。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也使前
海可以在更大範圍內配置資源，利於發展。
他建議，深港攜手共建科技和金融雙中心，
前海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
馬蔚華指出，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一種全球

的潮流，深圳在這個方面處於內地領先地
位，而香港在國際金融方面保持領先地位，
深港合作應該有新的內容。科技金融合作是
新的取向，一方面可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場，
支持深圳或者內地的科技企業；另一方面，
內地企業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本身也是對
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持。

前海諮委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原
副委員長華建敏表示，前海未來發展要聚焦
五個方面，包括聚焦新的歷史使命，開展新
一輪前海開發開放的戰略謀劃；聚焦探索深
化前海與香港、澳門合作的新途徑新方式，
支持香港、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聚焦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前海打造升
級版自貿試驗片區；聚焦「一帶一路」戰略
更好地走出去，推動前海更好發揮戰略支點
作用；聚焦世界一流城市中心，推動前海建
設現代化的城市新中心。

逾七千港企進駐前海
記者了解到，在前海，港企發揮的影響越

來越大。截至今年9月底，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註冊港資企業7,357家，以佔片區不到5%

的企業數量，創造了片區28.9%的註冊企業
增加值、27.4%的稅收、32.3%的固定資產
投資和96.8%的實際利用外資，成為片區經
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主任鄧家禧出席會議

並表示，香港與前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將會有更多更大的發展機遇。香港有着
高度開放、高度國際化的優勢，與前海進一
步建立共同創新、合作交流的機制，在金
融、專業服務以及創意產業等現代服務業領
域探索新的合作空間，將為香港與內地更緊
密的合作提供示範作用，為推進大灣區的建
設作出貢獻。
會上，香港執業資深大律師、香港大律師

公會原主席譚允芝被新聘為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暨前海深港合作區諮委會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由國家發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聯
合發佈的《關於加強和規範守信聯合
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工
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
歷經五個多月的徵求意見後，近日正
式在信用中國網站全文對外發佈。各
領域的紅黑名單認定原則上將實行全
國統一標準。
紅黑名單是指對守信者予以獎勵、

對失信者進行懲罰的名單制度。相比
於今年5月23日發佈的徵求意見稿，
《意見》明確指出只有各省級有關部
門可根據需要制定地方標準，改變了
之前徵求意見稿中「地方縣級以上有
關部門可根據需要制定地方標準」的
表述。
紅黑名單的認定依據則主要來自行

政、司法部門掌握的各類信息，而名
單的認定主體則規定為縣級以上國家

機關、法律法規授權具有管理公共事
務職能的組織，行業協會得到授權後
才可以認定紅黑名單。
《意見》對「黑名單」主體提出

「自我糾錯、主動自新」機制。認定
部門可參考失信主體的信用修復行
為，將其從黑名單中刪除。對可通過
履行相關義務糾正失信行為的「黑名
單」主體，可在履行相關義務後，向
認定部門提交相關材料申請退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昨日正式進入倒
計時一周年。當天，北京和上海同時
舉行倒計時一周年啟動儀式。中國商
務部部長鍾山出席北京啟動儀式時表
示，博覽會籌備工作從即日起進入全
面推進的新階段。
本屆博覽會將於2018年11月5日至

10日在上海舉行，展區總面積超過24
萬平方米，包括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和
企業商業展。企業商業展分為貨物貿易

和服務貿易兩大板塊。其中，貨物貿易
分為智能及高端裝備、消費電子及家
電、汽車、服裝服飾及日用消費品等展
區；服務貿易分為新興技術、創新設
計、文化教育等展區。官方預計將有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參展，國內
外專業採購商將達15萬家。

官方再釋開放決心
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入倒

計時之際專門舉行啟動儀式，足見中

國對該博覽會的重視，也可見中國積
極擴大進口、深化對外開放的決心。
2017 年 5 月，中國國家領導人在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
首次明確提出，將從2018年起舉辦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鍾山稱，這
是中國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
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國對外開放的
決心。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是為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作出的新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應東盟輪值主席
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邀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將於11月12日至16日出席在菲律
賓馬尼拉舉行的第20次中國－東盟（10+
1）領導人會議、第20次東盟與中日韓
（10+3）領導人會議和第12屆東亞峰會
等活動，並對菲律賓進行正式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粵港
澳大灣區機器人聯盟」昨日在珠海中國國
際航空航天展覽中心舉行揭牌儀式，此聯
盟是「粵港澳機器人創新基地」的載體，
今後將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在機器人教育領
域和科技創新領域的資源，致力打造大灣
區人文科技交流的紐帶和展示平台。
由亞洲機器人聯盟授牌的「粵港澳機器

人創新基地」，2016年11月在橫琴．澳
門青年創業谷掛牌。作為該基地的運營載
體「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聯盟」，在
2017年第八屆亞洲機器人錦標賽中國選
拔賽開幕當天宣告成立。
該聯盟由亞洲機器人聯盟、橫琴．澳門
青年創業谷、珠海橫琴維思港機器人有限
公司、珠海會展集團、澳門機械人發展協
會等共同發起。該聯盟將整合粵港澳機器
人產業的產學研資等創新資源，建立互利
共贏的運作機制，助推粵港澳機器人與智
能製造科技成果的轉化。
珠海橫琴維思港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總

經理陳力光表示，該聯盟計劃邀請更多高
校和科技協會加入，並將亞洲機器人聯盟
的優勢資源融入其中，充分藉助港珠澳大
橋通車後橫琴獨一無二的區位優勢，為粵
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提供集科普、親子、教
育等為一體的科技交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交
通運輸部與國家鐵路局等相關負責人在湖
北武漢舉行的2017中國橋博會上透露，目
前中國公路橋樑數量已超過80萬座，高鐵
橋樑累積長度超過1萬公里。僅四川宜賓
以下的長江幹流上，包括在建的長江大橋
總量達到135座。
由武漢市政府、湖北省交通運輸廳主

辦，中鐵大橋局、中鐵大橋院等機構承辦
的2017中國橋博會昨日開幕。交通運輸部
總工程師周偉在橋博會上表示，截至去年
底，全國共有公路橋樑80.53萬座。目前在
世界上已建成的主跨跨徑最大的前10座斜
拉橋、懸索橋、拱橋和樑式橋中，中國分
別佔有7座、6座、6座和5座。中國的橋樑
事業已融入了世界橋樑事業的整體發展格
局，正在成為中國「走出去」的新名片。
國家鐵路局科技與法制司司長嚴賀祥介

紹，近年來中國鐵路橋樑建設取得重大進

展。截至去年底，中國擁有高速鐵路2.2萬
公里，其中高鐵橋樑的累積長度超過線路
總長的50%。
嚴賀祥說，到2025年中國高速鐵路將達

到3.8萬公里，2030年將達到4.5萬公里，
形成「八縱八橫」高速鐵路網。鐵路建設
市場廣闊，橋樑領域大有可為。國家鐵路
局將加快推進橋樑領域新技術、新裝備、
新材料、新工藝的研發和應用，實現鐵路
持續健康綠色發展。
中鐵大橋局董事長劉自明介紹，萬里長
江第一橋建成以來，武漢成為新中國橋樑
建設的發源地。在中國建成的世界級大橋
中，約八成由以中鐵大橋局、中鐵大橋院
等建橋企業為主力軍的武漢企業承建或參
建。目前自四川宜賓以下長江幹流上的跨
江橋樑共135座，其中在建32座，由中鐵
大橋局、中鐵大橋院參與或承建的就有近
百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
市「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進入第2
日，為應對此次不利氣象條件，京津冀
晉魯豫六地同啟預警、聯動減排。北京
環保監測中心數據顯示，昨日12時，北
京市北部郊區延慶、懷柔的空氣品質為
「2 級良」，其餘區域「3 級輕度污
染」，PM2.5濃度顯示，城六區106微
克/立方米，西北部84微克/立方米，東
北部93微克/立方米，東南部106微克/
立方米，西南部95微克/立方米。
監測中心大氣室高級工程師孫峰3日預
報稱，5日－7日，近地面由低壓控制，且
華北區域逆溫過程明顯，污染物濃度將維
持高值，預計5日北京空氣品質為「5級重
度污染」，6日達此輪重污染峰值，為「5
級重度污染」至「6級嚴重污染」。區域多
地大力度聯動減排，使得空氣品質略好於
預報。2日晚間，環保部下發統一預警指

令，建議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於4
日零時同步啟動「橙色預警」，提前應
對，共同減排，減緩污染物積累，削減污
染物濃度峰值。
北京市環保局介紹，北京市針對固定

源排放，重點利用熱點網格開展執法；
針對移動源排放，重點以重型柴油車排
放開展執法。4日，北京市處罰建築垃
圾、渣土、砂石運輸等貨運車輛交通違
法1,621起，勸返進京高排放車輛3,857
輛；發現工地和道路揚塵、工業企業未
停產、露天焚燒等違法問題36個，均責
令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移交相關部門或
立案處罰。
執法人員依託熱點網格，在系統報警

點位內共檢查工業企業、施工工地、餐
飲企業共76家，發現工地揚塵、餐飲企
業設施未正常運行等問題7起，均依法
處理。

信用「紅黑名單」認定辦法出台

京津冀提前空污預警聯動減排 中國公路橋樑總數逾80萬座

李克強將赴東亞領導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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