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安新區等下月起試點服務貿易創新

「艾雲尼」致粵贛近40萬人受災
佛山母女避雨觸電身亡 強降雨明起再襲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王逍 廣東、江西報道）今年第4號颱風「艾雲尼」

在廣東境內盤旋肆虐超過36小時，導致廣東、江西等省份持續暴雨，並造成生命

和財產重大損失。目前廣東大部分地區已恢復晴熱天氣，粵東北仍有部分市縣受

「艾雲尼」殘餘雲系影響暴雨持續。此次颱風造成城市水浸、山體滑坡、局部洪

水、積水路段漏電，並致人員傷亡。廣東直接經濟損失達4.6億元人民幣（下同，

約合港幣5.6億元 ），受災人群達21.47萬人。「艾雲尼」還未完全退走，氣象

部門預報，12日至14日新一輪強降雨將再襲廣東。

據廣東省民政廳統計，截至9日，「艾雲
尼」帶來的強降雨已造成廣東梅州、江

門、陽江、湛江、雲浮部分地區受災，受災人
數達21.47萬人，轉移7.26萬人，因山體滑坡
死亡5人，失蹤1人，暴雨引發觸電事故造成3
死多傷，農作物受災面積3.67萬公頃。

江西水位僅次於歷史紀錄
江西省水利廳通報的情況顯示，持續強降雨

共導致吉安、贛州等市13個縣（市、區）119
個鄉（鎮、街道）17.47萬人受災，1人失蹤，

農作物受災面積逾1.6萬公頃，473間房屋倒
塌，轉移群眾1.47萬人，直接經濟損失5.42億
元（約合港幣6.65億元）。
據悉，受此強降雨影響，江西水位一度僅次

於1884年歷史紀錄最大洪峰水位91.23米。其
中，贛江中游蜀水、遂川江出現明顯漲水過
程，蜀水林坑水文站6月8日7時30分錄得洪峰
水位為90.95米，超警戒水位4.45米。

巴士站牌電源雨中短路
「艾雲尼」帶來的持續強降雨造成廣東多個

城市水浸，積水加上暴雨中的電線短路，引發
民眾涉水過街或巴士站避雨時觸電死亡事故。
據廣東佛山市禪城區政府新聞辦9日零時通報，

6月8日晚19時許，群眾報警反映在禪城區汾江
中路花園購物廣場正門巴士站有人觸電倒地。接
報後，公安、醫療、供電、消防和交通等相關部
門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處置，切斷附近電源，將兩
名傷者送往醫院救治。經核實，兩名傷者為母女
關係，廣西人，後兩人均經搶救無效死亡。事發
後，交通部門關閉區內所有巴士站牌電源，組織
人力連夜開展排查，相關部門積極處理善後工作。
此外，8日在廣州和肇慶街道上，也分別出

現疑似路人在積水中觸電倒地的情況。昨日，
肇慶市鼎湖區委宣傳部負責人回應媒體稱，8
日，鼎湖區有一男子倒地，後送醫救治，現該
男子已死亡，其是否觸電身亡尚無結論，相關
情況還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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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逾30萬人
取得社工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民
政部獲悉，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自
2008年起實施以來，已有32.6萬餘人通過考試
取得了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
據介紹，這些專業人才分佈於社區服務、社會

救助、社會福利、公益慈善、防災減災、心理健
康、矯治幫教、職工幫扶、青少年事務等多個與
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密切相關的領域，在促進完
善社會服務體系、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引領社會
向上向善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6月9日至10日，2018年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

水平考試在各地舉行。
民政部副部長顧朝曦昨日到北京考區首都醫科

大學附屬衛生學校考點巡考時介紹，2018年全
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報考總人數為42.45
萬人，增長率達27.6%。其中，報考人數最多的
三個省份為浙江、廣東、江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據廣東省氣象台預報，受「艾雲
尼」殘餘雲系影響，今日廣東雷州半島
有（雷）陣雨局部大雨，12至14日，受
季風、低渦和高空槽影響，廣東省將有
一次大雨到暴雨、部分市縣大暴雨的降
水過程，部分市縣伴有雷電、短時強降
水和局部8級左右雷暴大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鐵路客戶服務

中心了解到，因預測到廣東水害和暴雨
影響，11日至13日，部分途徑廣州的列
車停運，其中，始發停運列車3趟，包
括 6月 11 日的 Z201 次（北京西—三
亞）、K599次（北京西—廣州），6月
13日的K597（北京西—包頭）。到達停
運列車 3趟，包括 6月 11日的Z36次
（廣州—北京西）、K598次（包頭—北
京西），6月13日的K600次（廣州—北

京西）。
另外，專家提醒，受強降水持續影

響，目前廣東大部地區土壤含水量極
大，而暴雨引發的地質災害往往具有滯
後性，應做好持續降水引發的城鄉內
澇、山洪、泥石流、山體滑坡等地質災
害的防禦工作，並建議民眾外出盡量避
免去往山區以及易發生地質災害的地
區。

受粵水害影響 部分列車停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在第
二屆中國醫師協會體外生命支持專業委員會
（CSECLS）年會開幕式上，國際體外生命支持
組織（ELSO）授予北京安貞醫院ELSO-ECMO
卓越中心金獎（Center of excellence, gold lev-
el）。據悉，此是中國大陸醫療機構首次獲得該
獎項。
國際 ELSO 主席 Dr. McMullan 表示，EL-

SO-ECMO卓越中心獎表彰全球範圍內在體外生
命支持領域取得卓越成績的ECLS中心，獲獎中
心在ECLS診療水平、創新性、患者滿意度和質
量控制等方面均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北京安貞醫院院長魏永祥教授表示，北京安貞

醫院作為中國大陸第一個獲得ELSO-ECMO卓
越中心獎的醫院，以後將承擔更大的責任，努力
前行，推動中國ECLS事業的發展。他同時讚揚
了侯曉彤教授率領的北京安貞醫院ECMO團隊
在ECLS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

北京安貞醫院
首獲國際金獎

■國際體外生命支持組織授予北京安貞醫院卓越
中心金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
務院批覆商務部提出的《深化服務貿易
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以下簡稱
《方案》），同意在北京、天津、上
海、海南、深圳、哈爾濱、南京、杭
州、武漢、廣州、成都、蘇州、威海和
河北雄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貴州貴
安新區、陝西西咸新區等省市（區域）
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深化試點
期限為2年，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
年6月30日止。

探索建設服務貿易境外中心
《方案》指出，在試點地區分階段推

出開放便利舉措。借鑒自貿試驗區和北

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的開放
經驗，推動服務領域對外開放。探索完
善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然人移動等
模式下服務貿易市場准入制度，逐步放
寬或取消限制措施，有序推進對外開
放。支持試點地區探索建立服務領域開
放風險預警機制。
《方案》指出，試點地區要科學建設

運營全國性、區域性公共服務平台，加
強對現有公共服務平台的整合與統籌利
用，提高服務效率。鼓勵金融機構在風
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創新適應
服務貿易特點的金融服務。探索建設一
批服務貿易境外促進中心。充分發揮中
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平台

作用。更好發揮貿易促進機構、行業協
會的貿易促進作用。推動試點地區與重
點服務貿易夥伴加強合作，支持企業開
拓國際市場。

建設一批特色服務出口基地
《方案》指出，依託自貿試驗區、經

濟技術開發區等建設一批特色服務出口
基地。發揮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政策優
勢，發展倉儲物流、研發設計、檢驗檢
測、維修、國際結算、分銷、展覽等服
務貿易，重點建設數字產品與服務、維
修、研發設計等特色服務出口基地。探
索推進服務貿易數字化，運用數字技術
提升服務可貿易性，推動數字內容服務

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推動以
數字技術為支撐、高端服務為先導的
「服務+」整體出口。積極拓展新興服務
貿易，重點推進服務外包、技術貿易、
文化貿易發展。
《方案》指出，要進一步創新監管模式。

建立服務貿易重點聯繫企業運行監測機制，
創新事中事後監管舉措，切實防範騙稅和
騙取補貼的行為。探索建立商務、海關、
稅務、外匯等部門信息共享、協同執法的
服務貿易監管體系。全面建立服務貿易市
場主體信用記錄，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並依法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
系統、「信用中國」網站向社會公開，實
施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
俄羅斯世界盃正好碰上中國暑假，廣東
地區赴俄羅斯旅遊市場呈現一派火熱景
象。近日，廣州廣之旅國際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發佈的《2018華南地區暑假出
境遊趨勢報告》稱，根據熱度來看，俄
羅斯成為今年華南地區暑期出境遊市場
的一匹黑馬。
據了解，每年6至8月為俄羅斯旅遊旺

季，因俄羅斯簽證利好，一直以來中國
遊客赴俄旅遊熱情高漲，但始終難與歐
洲、東南亞等傳統熱門目的地相比。而

今年由於世界盃的舉辦，俄羅斯當地的
旅遊資源顯得格外緊俏。
廣東旅遊行業早已瞄準這一市場開始

佈局。在今年3月的廣州國際旅遊展覽會
上，各大旅行社就已經推出俄羅斯世界
盃觀賽遊、俄羅斯深度遊等旅遊產品，
吸引眾多遊客詢問報名。
廣東南湖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總

經理助理曾達豐介紹，從目前的報名情
況來看，今年暑假期間廣東旅客赴俄羅
斯旅遊的數量較往年有明顯增加。除了
世界盃觀賽團的旅遊產品外，出於看好

「後世界盃」市場，旅行社還增加了俄
羅斯其他旅遊目的地的產品。
記者了解到，目前廣之旅、南湖國旅等

旅行社的俄羅斯世界盃觀賽團銷售已接近尾
聲，遊客開始將目光轉投至暑假常規旅遊線
路，如「莫斯科+聖彼得堡」、「伊爾庫茨
克+貝加爾湖」等深度遊。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負責人表示，廣州、

深圳直飛莫斯科的航班目前銷售火爆，由於
世界盃與暑期部分重合，後續莫斯科航線將
持續走旺，建議有意去看世界盃的旅客提前
購買機票，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復旦大學管理學院6月9日舉辦
「文化節．香港日」，慶祝復旦大學-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國際）碩士項目
創辦20周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港澳事務辦
公室諮詢專家尤安山當日在論壇上指
出，香港是上海改革開放最大的推動
者和參與者。他非常看好滬港合作前
景，並認為科技創新、創意產業，將
會成為新一輪滬港合作的重心。
尤安山表示，滬港金融合作非常

密切，早前有大量上海企業赴香港
上市，眼下儘管上海證券交易所交

易量越來越大，國際化程度與香港
比仍有相當差距，「我們對外投資
還需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平台。」
「上海經濟發展的軌跡，處處有香

港元素。」尤安山說，過去40年，香
港一直是上海最大的投資者，到目前
為止，香港在上海的投資，佔到整個
上海吸引外資總額的約40%，且香港
也是上海最大的服務貿易夥伴，兩地
在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人才、
政府之間的交流、合作，還在不斷加
強。他認為，科技創新、創意產業將
會成為新一輪滬港合作的重心。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海會長、

瑞安管理（上海）公司總經理李劍鋒
在同一場合表示，滬港通2014年11月
開通，12月份成交額是145億元人民幣
（下同，約合港幣178億元），到今年
5月，成交額已高達1,400億元（約合
港幣1,716億元），僅3年時間，成交
額即已是當初的近10倍。他建議，應
用新思路、新思維把「一帶一路」商
機再發掘出來，「拼船出海」是將來
滬港兩地合作的新模式。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兼

集團華東首席代表趙麗娟同樣提到，
上海和香港可以一起拓展「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市場，發揮戰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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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辦「文化節‧香港日」，慶祝復
旦大學-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國際）碩士項目創辦20周
年。 網上圖片

暑期遇見世界盃 粵赴俄遊市場熱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正好碰上中國暑
假，廣東地區赴俄羅斯旅遊市場呈現一
派火熱景象，圖為莫斯科紅場的慶典活
動。 網上圖片

■■「「艾雲尼艾雲尼」」造成粵贛近造成粵贛近4040萬人受萬人受
災災，，更有民眾涉水過街或巴士站避更有民眾涉水過街或巴士站避
雨觸電身亡雨觸電身亡。。圖為圖為66月月88日廣州一日廣州一
名女子涉水出行名女子涉水出行。。 中新社中新社

■颱風「艾雲尼」攜雨襲擊廣州，民眾涉水行
進。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