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設雙調度中心 力保供港水不斷
高溫少雨釀旱情 萬綠湖水位降12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東報道）今年2月以來，廣東多個水庫、河

流迎來枯水期。再加上持續高溫天氣，惠州、河源、梅州市各縣區上月底

陸續出現旱情，其中，河源萬綠湖水位下降12米，碼頭淺灘露出水面。為

應對旱情，各地紛紛投入抗旱資金，搶建臨時水廠和輸水管道緩解乾旱，

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亦表示，東深供水工程的雙調度中心及專用輸水管

道確保了乾旱時期供港水的穩定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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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證券合肥分公司日前落定合肥高新區。作為中
國軍工央企集團所屬唯一證券公司，中航證券註冊資
本19.85億元（人民幣，下同），2017年合肥分公司以
成熟的管理模式及盈利模式穩步開展綜合金融業務，
共創造收入近2000餘萬元。中航的入駐，將為合肥高
新區實體經濟發展增添新動能。

近年來，合肥高新區創新財政投入方式，充分發揮
財政資金撬動作用，引導金融及類金融機構輸血實體
經濟，着力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為
全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2017年，合肥高新
區實現GDP665.8億元，增長10.5%。全年新增企業超
5000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820家。

強化擔保增信功能
合肥高新區鼓勵擔保機構為區內科技型小微企業提

供信用方式融資增信，對符合條件的業務給予擔保費
率補貼。2017年共有74家高新技術企業獲得擔保費率
低於1.5%的共計2.1億元信用貸款擔保。高新區國有擔
保公司全年在保餘額9.04億元，同比增長14.93%，在
保戶數183戶，同比增長12.26%，其中區內在保企業
170戶，同比增長18.05%。

引導支持金融創新
合肥高新區鼓勵金融機構不斷創新金融產品，針對

科技型小微企業制定差別化管理政策，結合實際成效
給予管理團隊獎勵，新增對融資租賃、股權投資機構
獎勵。2017年累計兌現135家單位各項金融創新獎勵
資金500餘萬元，涉及融資擔保費率補貼、青年創業
引導資金貼息、金融創新獎、優秀金融機構獎獎勵、
投貸投保聯動試點等。加強金融基金項目優惠政策申
報指導，確保政策補貼程序規範。近3年累計兌現金
融基金類獎勵資金1.05億元。

多方集聚金融資源
安徽省股權服務集團順利在合肥高新區完成組建；

引進安徽全省首個混合所有制的省級股權基金管理機
構─創谷資本；全省首家民營銀行─新安銀行
落戶高新區開業，5年內可為園區提供200億元融資支
持……打造基金產業特色名片，圍繞金融基金生態圈
建設，合肥高新區近年來大力引進銀行、證券、保險
等中介服務機構。目前，該區已集聚各類金融、類金
融機構100多家、中介服務機構60餘家。 （文：鄭婕）

中國聲谷 量子中心 聚焦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系列之四

金融創新助力新經濟
（特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原為故宮陶瓷館的文華殿昨日
作為書畫館全新亮相，首展為觀眾奉
上「鐵筆生花──故宮博物院藏吳昌
碩書畫篆刻特展」，展覽集合繪畫、
書法、篆刻三類作品百餘件，這也是
故宮首次舉辦吳昌碩個人藝術展。而
此前的書畫館──武英殿則將作為陶
瓷館與觀眾見面，目前「變身」工作
還在進行中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
翔表示，故宮午門雁翅樓展廳將與文
華、武英共同構成「金三角」展區，

讓觀眾一進門就能感受到濃厚的博物
館氛圍。

展逾百書畫篆刻作品
據介紹，吳昌碩是中國近現代最為

重要的書畫家、篆刻家之一，在藝術
上是傳統與現代交匯點上坐標式的代
表人物。其藝術創作從金石篆刻入
手，在大寫意花卉領域取得極大成
就，展覽以「鐵筆生花」為題，正是
對吳昌碩藝術人生的歸納。此次展覽
集合了繪畫、書法、篆刻三類作品百

餘件。
「本次展覽中

的《桃宴酒罈
圖》以及吳昌碩
為故宮第二任院
長馬衡題寫的
『凡將齋』匾
額，都是經裝裱
修復後首次展
出，非常具有看
點。」單霽翔
說。為配合是次
展覽，故宮出版

社還首發了《故宮藏吳昌碩書畫全
集》。

文華殿換書畫館新裝
單霽翔表示，是次展覽開幕，標誌

着故宮文華殿書畫館的正式啟用。為
帶給觀眾全新的體驗與感受，今年故
宮的珍寶館、鐘錶館、陶瓷館、書畫
館將全面改陳。其中，武英殿與文華
殿展示功能對調，武英殿變為陶瓷
館，文華殿成為書畫館。
單霽翔表示，專館改陳過程中，嚴

格量化了各類保護文物古建本體與展
出珍貴書畫類文物的技術指標。展廳
本身，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天花與地
磚，新增頂部照明，明亮而柔和地展
現了展廳頂部空間。溫控系統則採用
航天科技，以泵驅兩相流體回路輔以
末端精確配風的方式，保證珍貴書畫
文物的展出安全。
展廳內所有設備均可逆向拆卸，無

損古建。故宮還為文華殿展廳量身訂
製了書畫文物展櫃，較原先的書畫展
櫃相比，在照度、濕度、環保等方面
都有性能提升。

故宮首辦吳昌碩展「鐵筆生花」融匯古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南
海上移動的熱帶低壓預計將發展為今年第
4號颱風，粵瓊等地將出現大到暴雨。記
者從廣東省防總獲悉，今年以來廣東全省
降雨量較常年同期偏少近四成，此次颱風
或將有效緩解部分地區旱情，同時也須嚴
防旱澇急轉。
昨日8時，南海熱帶低壓位於距離海南
省三沙市南偏西方向約370公里海面上。
氣象部門預計，該熱帶低壓在移動中強度

逐漸加強，將發展為今年第4號颱風（熱
帶風暴級），逼近海南和廣東一帶沿海。
熱帶低壓是熱帶氣旋的最低等級，屬於

「嬰兒級」颱風。一旦其發展為熱帶風暴
級，中央氣象台將對其進行編號，成為氣
象學意義上的「颱風」。
廣東省防總會商研判，受其影響，6日

至8日，粵西將有暴雨到大暴雨，珠三角
有大雨到暴雨，其餘市縣有中雨局部暴
雨。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廳已發出緊急通知，
要求南海中部海域作業漁船在2日前回港
避風，西沙附近海域作業漁船在3日前回
港避風，粵西附近的養殖漁排和漁船作業
人員在5日前上岸避風。
今年以來，廣東全省降水量415.2毫米，

較常年同期偏少39%，粵東地區較常年顯
著偏少六成。粵東、粵北部分地區出現不
同程度的旱情。廣東省防總指出，近期降
雨將有效緩解旱情，但須嚴防旱澇急轉。

初生颱風料帶來暴雨 廣東防總：或助解旱情

據悉，由於持續高溫天氣，惠州、河源、
梅州市各縣區上月底陸續出現旱情，加

上河源已提前進入供水高峰期，用水需求量
急增，多個地勢較高、較偏遠地區出現水壓
嚴重偏低或停水現象。在萬綠湖旅遊碼頭，
萬綠湖碼頭裸露的水位線下降有12米左右，
大片黃土或淺灘露出了水面，不少遊船擱置
在碼頭淺灘邊，碼頭附近水域長年沉在水底
下的一處土坡隨着近期水位的下降而顯露出
來。
據萬綠湖旅遊風景區工作人員透露，萬綠
湖周邊的山泉水銳減，上游入庫水量不多，
加上近月降雨量少，旱情開始初露端倪。而
位於萬綠湖上游的連平縣城，則出現旱情，
供應縣城的鶴湖水庫接近乾枯見底。

採專用水管 水質達II類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從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
司獲悉，雖然作為供港水源地之一的萬綠湖
迎來枯水期，但東深供水工程的多重保障保
證了供港水的穩定輸送。
據了解，目前東深供水工程擔負着向香
港、深圳和東莞工程沿線三地2,400多萬居
民提供生活、生產用水的重任，工程設計供
水流量為每秒100立方米，設計供水能力為
每年24.23億立方米，其中香港為每年11億
立方米。作為香港唯一外來供水水源，東深
供水目前佔香港總用水需求的75%。
為了保證供水不間斷，工程採用了雙電

源、雙回路等方案，確保電力不間斷供應；
每座泵站均裝備兩台備用機組，確保供水不
間斷；除在深圳設立工程主用調度中心外，
還在東莞塘廈金湖泵站設立緊急備用調度中
心，確保不測情況下的調度運行。一系列周
密完善的技術保障措施，確保東深供水工程
供水保證率達到99%。
而在水質方面，則通過採用箱涵、渡槽和

隧洞等專用輸水管道，從根本上解決了輸水
過程中的水質污染問題，水質已達到國家地
面水II類標準。同時，專用輸水系統多採用
敞開式設計，原水在輸送過程中能充分接受
陽光照射，水質生態得到有效調節，原水活
性顯著增強。

38水庫山塘乾涸 梅州逾十萬人飲水難
此外，梅州旱情也較為嚴重，該市自2月
份以來，降雨量比多年同期少64%，梅縣、
五華、蕉嶺等8縣市均出現旱情。當地水
庫、山塘乾涸38座，10條小支流出現斷流，
持續乾旱天氣造成約10.52萬人出現臨時飲
水困難。
為應對災情，當地政府通過安裝大流量高

揚程潛水泵抽水，對高耗水行業企業實施臨
時限水措施，鋪設管道連接抽水站等措施積
極應對。據統計，梅州市已累計投入抗旱資
金2,452萬元人民幣，投入機動抗旱設備3.08
萬台（套），抗旱澆灌面積27萬畝，臨時解
決群眾飲水困難10.52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內蒙古大
興安嶺森林防火指揮部消息稱，發生在內蒙
古大興安嶺北部原始林區和汗馬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的兩宗森林火災昨日仍在持續。截至
昨日凌晨，汗馬火場已撲打火線逾11公里，
阿巴河火場累計撲打火線逾5公里。內蒙古
自治區防火指揮部門已調集近4,000名撲火
人員和大型設備趕赴兩處火場進行撲救。
據前線撲火人員介紹，大興安嶺林區連日

來的高溫乾旱天氣，給火災撲救帶來了一定
的困難，白天局部地段火牆接近2米，在4級
至5級西南風作用下，呈中高強度地表火迅
速蔓延。撲救人員趁晚間氣溫降低、火勢減
弱，採取分兵合圍、強攻推進和一點突破、
遞進超越戰術對火場進行快速封控。
由於兩處火場均處於北部原始林區，地形

複雜，偏遠無路，加之地處高山陡角，地表
植被茂密，且為易燃的針闊混交林，運兵非常艱難。
目前滅火前指共調集3,900人和多台大型設備向兩處
火場進行集結和撲救。

若條件成熟 將施人工增雨
另據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森林火災緊急視頻會議消

息，內蒙古氣象局已組織力量，一旦氣象條件成熟，
將對火場進行人工增雨。
進入防火緊要期以來，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乾旱少

雨、高溫低濕，多地最高氣溫達35℃以上，超過歷史
同期極值，加之雷暴頻發，雷擊火進入集中爆發期，
防火形勢十分嚴峻。

近4千人趕赴大興安嶺撲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馮雷 廣東、河
南報道）在虎門銷煙179周年紀念日之際，一場由
廣東省禁毒辦、團省委等9個部門聯合主辦的「健
康人生．綠色無毒」「6．3」虎門銷煙紀念日活動
昨日在東莞虎門舉行，1,200名社會各界人士集體
宣誓，表達禁毒和拒毒決心。現場，一批近年來繳
獲的各類毒品，在虎門銷煙原址當場被焚毀。
活動現場，通過全新的全息投影技術，用3D光
影特效演繹呈現磅礡的虎門銷煙歷史場景和廣東省
全民禁毒工程成效，重現「林則徐」古今隔空對
話，傳承虎門銷煙精神。在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
銷煙遺址），學生代表向林則徐塑像敬獻花籃。在
志願者代表的帶領下，現場1,200多人集體宣誓。
現場還有緝毒犬展示、禁毒圖片千校巡展活動展
板、警用特種車輛展示、毒品模擬實物展示、禁毒
電子互動展板、禁毒攤位互動遊戲等。
據悉，今年1月至5月，廣東警方開展「粵劍掃
毒」專項行動成效顯著，偵破毒品刑事案件2,790
餘宗，刑拘涉毒犯罪疑犯3,490餘名，查處吸毒違
法人員20,000餘名，繳獲毒品4.1噸。

河南逾5千人宣誓拒毒品
昨日，以「健康人生、綠色無毒」為主題的青
少年拒絕毒品誓師大會在河南省鄭州舉行，5,000
餘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禁毒志願者和社會各

界群眾舉手宣誓，重溫179年前虎門銷煙壯舉，緬
懷民族英雄林則徐，倡導青少年牢記歷史、不忘過
去，樹立「健康人生、綠色無毒」的生活理念，自
覺遠離毒品、抵制毒品，積極參與禁毒鬥爭。
截至2017年，河南省共有54所和48所高校分別
納入中國和河南高校禁毒公益聯盟，已成立禁毒志
願者隊伍216支，招募禁毒志願者50萬餘名。
2017年，該省接群眾舉報涉毒線索15,000條，依
舉報抓獲吸毒人員4,409名，破案1,009宗，兌現
獎金492萬元人民幣。2017年，全省破獲毒品犯罪
案件2,157宗，抓獲疑犯2,811名，打掉製毒加工
廠、窩點13個，繳獲毒品1.87噸，查獲吸毒人員
15,952名，強制隔離戒毒8,444人。

■學生代表向林則徐塑像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紀念虎門銷煙 原址再焚毒品

■■「「鐵筆生花鐵筆生花──故宮博物故宮博物
院藏吳昌碩書畫篆刻特院藏吳昌碩書畫篆刻特
展展」」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梅州鋪設水管梅州鋪設水管，，以便從河道抽水以緩解以便從河道抽水以緩解
縣城供水壓力縣城供水壓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梅州自梅州自22月份以來月份以來，，降雨量降雨量
比多年同期少比多年同期少6464%%。。從航拍可從航拍可
以看到梅州清涼山水庫大部分以看到梅州清涼山水庫大部分
區域已乾涸區域已乾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今年今年22月以來月以來，，廣東多個水庫廣東多個水庫、、河流迎來枯水河流迎來枯水
期期。。位於潮州市饒平縣湯溪鎮的湯溪水庫日前水位於潮州市饒平縣湯溪鎮的湯溪水庫日前水
位嚴重下降位嚴重下降，，船擱淺在淤泥中船擱淺在淤泥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武警內蒙古森林總隊的官兵昨日在阿巴河林場撲火。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