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監誓新一屆國務院憲法宣誓儀式

分撥中心：數字供應鏈業務新模式

南沙港運量穩增 通關時間減半
與深港差異化互補發展與深港差異化互補發展 聚焦聚焦「「帶路帶路」」國家航運國家航運

應急管理部等多個部門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昨日，南沙海關副關長吳雲在

通報會上發佈《中國（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通關

報告》，數據顯示南沙港去年集裝

箱吞吐量達1,395萬標箱，同比增長

10.5%；通關時間壓縮近1/2。南沙

港集裝箱碼頭負責人還透露，在南

沙自貿區掛牌後的三年中，貨運量

呈現年均10%的增長幅度，南沙港

與深圳、香港碼頭互補發展，重點

聚焦「帶路」沿線國家航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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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獲贈修繕材料
百塊金磚百萬金箔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昨日，新一屆國務院在中南海舉行
憲法宣誓儀式。國務院任命的42個
部門和單位的92名負責人依法進行
憲法宣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監
誓。
根據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和《國務院及其各部門任命的國
家工作人員憲法宣誓組織辦法》，
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國務院任命

的42個部門和單位的92名負責人依
法進行憲法宣誓。
上午11時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

書長肖捷宣佈憲法宣誓儀式開始。全
體起立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隨
後，領誓人左手撫按憲法，領誦誓
詞，其他宣誓人在後方列隊站立，跟
誦誓詞。
宣誓後，李克強要求大家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忠於憲法、依憲施政，踐行宗
旨，勤勉盡責，清正廉潔，堅持發展
第一要務，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社
會全面進步，多興利民之事、多解民
生之憂，努力創造無愧於國家和人民
的新業績。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孫春蘭、胡春

華、劉鶴，國務委員魏鳳和、王勇、
趙克志，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
責同志等參加儀式。

■昨日，新一
屆國務院在北
京中南海舉行
憲法宣誓儀
式。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監
誓。 新華社

吳雲介紹，去年南沙港實現集裝箱吞吐量
1,395萬標箱，同比增長10.5%，助推

廣州港集裝箱業務不斷取得階段性突破。廣
州港2017年以 2,037萬標箱的集裝箱吞吐
量，榮升為「2000萬標箱俱樂部」一員，在
全球集裝箱港口中位居第七，8%的高速增長
也在全球十大港口中名列前茅。

未來重點 歐美貿易航線
在廣州南沙海港集裝箱碼頭，工人們不間
斷地繁忙作業，不同顏色的大型集裝箱按照
貨物類型整齊堆放。據廣州南沙海港集裝箱
碼頭有限公司業務拓展部經理莫斌介紹，自
2006年跨境碼頭建成後，南沙港主要服務於
國際貨運航線，在南沙自貿區掛牌後的三年
中，貨運量呈現年均10%的增長幅度。
莫斌還表示，目前國際貨運航線主要以東
南亞、非洲地區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
主，未來則會重點聚焦於歐美的貿易航線。
談到南沙港與香港、深圳貨運碼頭的差異
時，他強調「一直以來南沙港和香港、深圳
的貨運碼頭都處於互補發展的狀態，珠東的
出口企業主要通過深港兩地航線，而南沙港
作為珠西唯一的深水港，一直是珠西貨運的
首選。」
此外，莫斌還指出，相比周邊地塊已飽和
發展的深圳貨運碼頭，由於空置地塊較多，
南沙港的優勢體現在碼頭後方堆場潛力巨
大。對於未來的規劃，他還透露，目前二、
三期碼頭主要用於外貿，正在建設的四期碼
頭則將用於內貿，「2020年從鶴山直通南沙

港的進港鐵路通車後，珠西企業可免去船舶
轉運的麻煩，完成多次聯運。」

七成企業國外通關成本降30%
當天，南沙開發區口岸辦副主任羅建文還

透露，南沙自貿區掛牌三年來，外貿進出口
從2014年的1,291.4億元（人民幣，下同）
上升到2017年的1,951.7億元，年均增長達
14.5%；南沙港區國際班輪航線新增41條達
89條，通關時間壓縮近1/2。
值得注意的是，南沙自貿區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也日益繁榮。數據顯
示，2017年，南沙區與至少64個「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有經貿往來，涉及進出口金額
515.8億元，同比增長18.4%。廣州海關加大
南沙自貿試驗區AEO企業培育力度，推動高
級認證企業在全球33個國家（地區），特別
是在歐盟28國獲得信用互認，幫助企業在全
球享受通關便利，近七成企業反映在國外通
關成本下降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今年是南沙自貿區掛牌三周年，也是粵
港澳大灣區全球優品國際分撥中心（以
下簡稱「分撥中心」）啟動元年。分撥
中心項目作為內地數字跨境供應鏈領軍
企業卓志供應鏈與世界航運巨頭馬士基
物流的合作項目，通過把握國際貿易格
局調整契機，整合消費升級新業態與傳
統國際貿易的供應鏈服務優勢，吸引海
內外知名品牌商、零售商、貿易商，從
而在南沙自貿區聚集貨物，進而聚集資
金、聚集人才，並帶動航線拓展。

跨境商品自動審結
卓志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戰略

官楊娟表示，分撥中心選擇落戶南

沙，是看中了南沙擁有「一帶一路」
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
區」等政策疊加優勢，且關、檢、
稅、匯等方面已形成可為商家提供穩
定而快速的通關通檢等服務的良好營
收環境。「比如在電商大促期間，南
沙海關、南沙國檢會增配人力和技術
資源保障貨物通關，跨境商品 99%的
商品在系統中實現自動審結，隨後
『7×24 小時』智能驗放出區，到最
終消費者手上的時間大幅度減少。」
楊娟認為，這種高效的審批機制十分
利於電商發展。
楊娟還指出，南沙自貿區引進了逾千

家航運物流企業以及多家大宗商品交易
中心，已初步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航

運物流產業集群，分撥中心項目依託南
沙航運物流優勢可吸引國內外知名品牌
商、百貨商貿易商入駐。
談到分撥中心自身優勢，楊娟認

為，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包括
可同時提供傳統一般貿易與跨境電商外
貿綜合服務；同時提供物流、貿易、供
應鏈金融、溯源等多維度服務；可同
時提供國內市場、東南亞市場、澳新
市場及其他海外市場的進出口雙向服
務。
此外，分撥中心配套的供應鏈金融服

務，能夠為供應鏈上的企業提供相關的
供應鏈金融服務以及相關的資金利用服
務，能夠為客戶解決資金難題，從而提
高資金利用率。

■■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南沙南沙
港去年集裝箱吞吐量港去年集裝箱吞吐量
達達11,,395395萬標箱萬標箱，，同同
比增長比增長1010..55%%；；通關通關
時間壓縮近時間壓縮近11//22。。南南
沙港與深圳沙港與深圳、、香港碼香港碼
頭互補發展頭互補發展，，重點聚重點聚
焦焦「「帶路帶路」」沿線國家沿線國家
航運路線航運路線。。圖為南沙圖為南沙
港集裝箱碼頭港集裝箱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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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新組建的
應急管理部、退役軍人事務部、生態環境部、國家
廣播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和
國家電影局昨日正式掛牌。其中，應急管理部整合
了13個部門的公共安全職能，實行「雙首長制」，
黃明任黨組書記，王玉普任部長、黨組副書記。退
役軍人事務部首任領導班子中，除了此前已經公佈
的孫紹騁任部長、錢鋒任副部長、方永祥兼任副部
長外，最新消息顯示中央紀委駐保監會紀檢組原組
長林國耀任駐部紀檢組組長。
據悉，應急管理部整合了9個單位相關職責及國家
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國家減災委員會、國務院抗震救
災指揮部、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職責。按照分級負責
的原則，一般性災害由地方各級政府負責，應急管理
部代表中央統一響應支援。發生特別重大災害時，應
急管理部作為指揮部，協助中央指定的負責同志組織
應急處置工作，保證政令暢通、指揮有效。

退役軍人事務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的主要職責是，擬訂退役軍人思
想政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策法規並組織實施，褒
揚彰顯退役軍人為黨、國家和人民犧牲奉獻的精神
風範和價值導向，負責軍隊轉業幹部、復員幹部、
退休幹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擇業退
役軍人服務管理、待遇保障工作，組織開展退役軍
人教育培訓、優待撫恤等，指導全國擁軍優屬工
作，負責烈士及退役軍人榮譽獎勵、軍人公墓維護

以及紀念活動等。

生態環境部
新組建的生態環境部整合了原環境保護部的職責

和其他6個部門的相關職責，負責制定並組織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規劃和標準，統一負責生態環境監
測和執法工作，監督管理污染防治、核與輻射安
全，組織開展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等。按照中央確定
的任務，該部將在未來三年打七場標誌性的重大戰
役，包括打贏藍天保衛戰，打好柴油貨車污染治
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渤海綜合治理、長江保護
修復、水源地保護、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並
確保三年時間明顯見效。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同時掛牌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主要職責包括推進

廣播電視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監管、審查廣播電
視與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和質量，負責廣播電視節目
的進口、收錄和管理，協調推動廣播電視領域走出
去工作。

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和國家電影局
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和國家電影局亦
於昨日統一揭牌。根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和電影工作。原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和電影管理
職責劃入中宣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北京報道）故宮博物院昨日
在寶蘊樓舉行古建築修繕保護
材料捐贈儀式，接受太湖世界
文化論壇捐贈的一批古建築修
繕重要材料，包括利用古法製
作的金磚100塊和金箔100萬
張。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
示，這是送給未來的禮物，為
紫禁城下一個600年儲備優質
古建築維修保護材料。
據悉，為實現2020年故宮博
物院進入安全穩定的健康狀態
這一目標，故宮博物院正在實
施「故宮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
工程」和「平安故宮」工程。
2月1日，故宮博物院在蘇州陸
慕御窯金磚廠、南京金陵金箔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第一批
「故宮官式古建築材料基
地」。今次捐贈的修繕保護材
料均來自上述兩家單位，符合
故宮古建築維修保護的要求。
其中，金磚並非由黃金製

成，而是專供宮殿等重要建築

使用的高質量鋪地方磚，敲擊
會發出金屬的聲音。另據介
紹，金箔在故宮古建築維修保
護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中裝
飾金有鎦金、貼金、掃金等工
藝，而且故宮午門、太和門、
神武門、壽康宮、慈寧宮等修
繕工程均有使用金箔修繕。
單霽翔表示，此次捐贈的古建

築修繕保護材料，有利於故宮博
物院古建築的修繕與研究保護，
最大限度保存故宮古建築文物
價值。同時，讓社會力量關注
到傳統工藝材料，對推廣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大有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互聯網+醫療健康」近年來受到越來越
多的關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有關負責
人昨日在國新辦舉行的政策吹風會上強
調，為保證診療可查詢追溯，互聯網醫院
必須落地實體醫療機構。此外，禁止互聯
網醫院開展初級診療服務。
國家衛生健康委表示，通過「互聯網+
醫療健康」，可以使邊遠貧困地區的患者
享受到北上廣等大城市專家提供的專業服
務，看病時間和花費也會降下來，但是醫
療的質量決不允許降下來，相關監管要跟
上。具體來說，一方面將明確互聯網診療
行為的邊界，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另一
方面，實行安全責任制，互聯網醫院必須
以實體醫療機構為依託，實體醫療機構確
保互聯網醫療服務人員的資質，對所提供
的服務承擔責任，保證「全程留痕，可查
詢可追溯」。
有關負責人並透露，由於存在一定風

險，目前還禁止在線進行初診，部分慢性
病和常見病複診則可在互聯網進行。此
外，將嚴格落實網絡安全法，保護用戶數
據信息，對於非法買賣洩露健康數據的行
為，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衛健委：
互聯網醫療須依託實體機構

■■故宮專用金箔故宮專用金箔。。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