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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34條」力降外商准入門檻

2018年8月11日（星期六）

投資備案僅需 1 日 促涉企事項
「一本通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近日頒佈 34 條措施改善
營商環境，大幅降低外商及港企經營門檻。《廣東省深化營商環境綜合改
革行動方案》表示，廣東將在全省推行對外商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負
面清單」。在負面清單以外的外商投資備案，辦理時限壓減至 1 個工作日
以內；與此同時，企業開辦時間縮至 5 個工作日內，比去年減少近 10 天。
廣東還提出將限期實行涉企事項「一本通辦」，並在今年內完成 138 項涉
企行政許可等事項分類改革任務。
條措施主要集中在
記者梳理發現，34
降低外資企業准入門檻、降低審批
時間和減少企業進入成本等方面。

港商過審更便利
根據現行辦法，外商進入市場的門檻較
高，港企需按外商標準執行審批程序。
在穗港商梁敬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他 6 年前首次來穗註冊公司，原打算以港
人身份擔任公司法人，但一系列流程跑下
來，他發現各項審批程序耗時太長，最終
無奈選擇與內地合夥人「拍檔」開公司。
對此，廣東將全面實行外商投資准入前
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負面清

單以外的外商投資備案，除減免稅項目
外，辦理時限壓減至 1 個工作日以內。此
外，同步將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備案
下放至縣（市、區）商務主管部門。同
時，推動實現港澳服務提供者備案權限下
放至地級以上市。

促跨地檢測互認
此外，方案中還有多項專門針對港澳投
資合作的措施。廣東透露，正研究與中國
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中國法律服
務（澳門）公司建立主體資格、投資決議
等公證文書信息共享數據庫，推動港澳投
資跨境登記全程電子化。修訂廣東往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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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澳商務簽注工作規範，降低申請條件，簡
化申辦手續。培育市場化檢測評審機構，
推進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的檢驗結果
互認，推動擴大粵港、粵澳互認範圍。
在縮短投資時間上，廣東在方案中提
出，提升企業開戶服務效率，將企業開辦
時間壓減至5個工作日以內。

多輛汽車墮入黃河
10日凌晨1時許，白銀消防支隊接到報
警稱，白銀市白銀區發生洪澇災害，有
數十人被困。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時，道
路已被洪水淹沒，消防車輛無法前進。
消防人員下車徒步涉水前進並進行救
援，沿途發現有多輛汽車因山洪暴發而
擠撞在一起，村莊部分房屋被山洪所
毀。經救援，共搶救疏散 30 餘人。災害

東莞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榮譽會長、港
商任重誠表示，廣東將對港澳服務者的審
批權限下放，節省時間和人力成本，有助
於改善投資環境。雖然近年內地經營成本
上漲，不少港商已將廠房遷移到東南亞等
地，但仍樂意將研發、品牌等部門留在廣
東。

導致白銀區一輛車側翻，6人遇難。
此外，在白銀市靖遠縣北灘鎮，山洪
將多輛汽車墮入黃河，有人員被困在車
輛之中。截至 10 日上午 10 時，2 名被困
人員被打撈上來，經救援人員確認，均
已無生命體徵。
據新華社報道，此次山洪還造成 2 人失
聯。應急搶險、人員搜救、傷員救治、
災民安置等工作正在有序進行，財產損
失、設施損毀等情況正在統計核實中。

蔡「過境」美國圖另類安排
專家：小動作頻頻勢使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媒稱，蔡英文明日將出訪「友邦」巴
拉圭和貝里斯，期間將「過境」美國洛杉磯及休斯頓，將有僑宴並與美國政界人
士會談。而與其同行的秘書長陳菊將在專機「過境」美國時留在美國境內宣慰台
胞，結束行程後再到休斯頓與蔡英文會合。兩人分進合擊拚「外交」。對此，中
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王英津表示，蔡英文的「外
交」小動作，會使已經陷入僵局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12 日中
根據行程規劃，蔡英文將在當地時間
午抵達美國洛杉磯，隔天飛往巴拉圭出席

巴拉圭總統及副總統的就職典禮，此次在洛杉磯
和休斯頓「過境」停留時間都超過 24 小時。據
悉，此前，蔡英文已經有三次「過境」美國的不
良記錄：2016年6月出訪巴拿馬、巴拉圭，「過
境」邁阿密、洛杉磯；2017 年 1 月出訪中美洲 4
國，「過境」休斯頓和三藩市；2017 年 10 月出
訪南太平洋邦交國，「過境」夏威夷、關島。對
蔡英文的第四次「過境」美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7月31日已再次表態並強調指出中方一貫堅決
反對美方或其他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安排這種「過
境」。這個立場是明確的，也是堅定的。

設計再巧妙難掩「台獨」本質
王英津認為，蔡此次訪問巴拉圭，表面上是參
加巴總統就職典禮，其實目的有二：一是通過出

訪巴拉圭，達到鞏固「友邦」作用；二是通過在
美國的「過境外交」，進一步提升所謂「台美關
係」，獲取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和保護，加大對抗
大陸的籌碼。此外，他表示，在此之前曾有外界
傳聞，巴拉圭意欲跟台灣當局「斷交」，因此蔡
英文希望通過此次訪問，進一步拉近和鞏固「台
巴關係」。他同時指出，此時「過境」美國，其
實質目的是投靠和拉攏美國、共同對抗大陸。
「蔡英文讓陳菊繼續留在美國，與美國政界
人士互動交流，這是提升『台美關係』的重要舉
措或步驟，是精心設計的安排。」王英津提醒，
「與今年 4 月陳菊訪問美國相比較，情況有所不
同。」4 月份訪美的陳菊，身份是高雄市市長，
而今次的身份卻是台灣地區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
秘書長。他指出，很顯然，陳菊此次的身份非常
敏感，而以這一身份在美國公開活動，尤其與美
國政界高官交往，這是幾十年來少有的，儘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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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巧妙，但無法遮蓋「台獨」的本質，對此，大
陸予以堅決反對。他同時指出，即將在東海舉行
的軍事演習，即是針對於此。
王英津分析，蔡英文此次出訪有三個特殊背
景：一是中美戰略競爭態勢日趨嚴峻，美國視中
國為戰略對手，決心全力遏制中國之際；二是兩
岸關係陷入僵局、對抗情勢日益嚴峻之際；三是
美國先後通過一系列法案，正企圖打「台灣牌」
牽制中國之際。也許此時，是蔡英文認為的尋求
靠攏美國的「最好機遇」。但他同時也認為，美
國和台灣雙方都不會太過明目張膽。儘管美國想
打「台灣牌」，但也有底線，沒有讓蔡英文過境
東部城市就是一個證明；留下自己的「幕僚長」
陳菊而不是她本人在美國交流，也是蔡英文不敢
撕破兩岸關係底線的證明。

姚文智又放厥詞：選輸了就退出政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央社報道，民進黨台
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
團隊 7 日在政論節目中
點名，與台北市長柯
文哲友好的台北市政
府顧問周榆修和市議
■姚文智接受廣播節目
員高嘉瑜應考慮退
《蔻蔻早餐》專訪。
黨。該言論在黨內引
中央社
發軒然大波，惹得黨
內高層需要出面圓場。不過，姚文智沒有收斂跡
象，昨日又放厥詞，聲稱台北市長選舉是背水一
戰，「選輸了就退出政壇」。針對近日隔空喊話

讓同黨市議員高嘉瑜退黨，他說，會找時間與高
嘉瑜碰面。
姚文智昨日早上接受廣播節目《蔻蔻早
餐》專訪時表示，這場選舉是「背水一
戰」，不用懷疑、揣測他是否有任何眷戀，
他是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立委」職
位也是代表民進黨而來，選輸了就退出政
壇，但市議員與市長參選人是一個團隊，希
望團結一起努力。

會找機會拜訪高嘉瑜
姚文智表示，洪立齊的發言跟政論節目主持
人逼問有關係，洪立齊仍然是他的發言人，但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黑龍江省政
府昨日針對近期該省人感染炭疽疫情防控召開
通報會，黑龍江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等部
門介紹指，目前，感染皮膚炭疽 14 名病患中 1
人已治癒出院，其餘患者病情平穩並趨好。

1人已治癒 疫情與往年持平
據中新網昨日報道，截至9日18時，黑龍江
省共報告人感染皮膚炭疽 14 例。今年疫情與
2016、2017年基本持平。14名病患中1人已治
癒出院，其餘 13 人分別在該省哈爾濱市、佳
木斯市及雞西市治療。目前患者病情平穩並趨
好，後繼治療和病原檢測等各項工作正有序推
進。
報道指，炭疽主要傳染源為牛、羊等食草動
物，人類主要通過接觸炭疽病畜毛皮和食肉而
感染，也可以通過吸入含有炭疽芽孢的粉塵或
氣溶膠而感染。

殺7人潛逃25年
「綦氏兄弟」落網

甘肅暴雨引發山洪 8 人罹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甘肅省
白銀市於 10 日凌晨遭遇持續強降雨天氣
並引發山洪，截至當日上午 10 時，災害
已導致8人遇難，另有2人失聯。
據報道，8月10日凌晨，甘肅省白銀市
出現持續強降雨天氣，白銀區、景泰
縣、靖遠縣等部分地區暴發山洪，道路
阻斷，房屋被淹。央視新聞報道稱，截
至昨日上午
10 時，此次暴雨天氣引發的
■甘肅白銀市連日暴雨引發山洪，導致多輛
汽車擠撞造成人員傷亡。
網上圖片 山洪災害已造成8人死亡。

黑龍江14人感染炭疽

反省檢討，他會找機會拜訪高嘉瑜，下節目後就
會跟高嘉瑜聯繫，找時間碰面。針對建議高嘉瑜
辭去「立委」，姚文智說，各種建議都可以討
論，但黨還沒討論過這件事，只要黨與團隊討論
過後有結論，他都可以接受，該怎麼做就怎麼
做。
姚文智還透露，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
秘書長姚人多 9 日以好朋友的身份給他許多意
見，包括「不可以切割發言人」，還要他向高嘉
瑜釋出善意，「市長參選人就要有老大的樣
子。」姚文智還說，姚人多告訴他，「靠黨紀當
選市長不光彩。不要想着第一名，要先變成第二
名」，並強調政策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吉林省四平
市公安局昨日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四平警方
將殺人潛逃 25 年的公安部督捕命案逃犯綦志
華、綦志峰兄弟成功抓獲，他們曾槍殺四平市
稅務局局長等7人。
綦志華（現時 52 歲）和綦志峰（現時 50
歲）於 1993 年來到時任四平市稅務局局長張
某家中，要求到稅務局工作被拒後，兩人持自
製口徑槍將張某及其兒子（時年 18 歲）殺
死，搶走現金 6,000 元（人民幣，下同）後出
逃。
四平市公安機關通過偵查，又排查出兩宗涉
槍命案係綦氏兩兄弟所為：一宗是 1989 年於
四 平 市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更 夫 馬 某 （ 時 年 63
歲）、值班教師韓某（時年 49 歲）被槍殺，
學校 3,000 元公款、300 公斤糧票被搶；另一
宗是 1992 年，四平市鐵西區居民黃某（女，
時年45歲）及兩個女兒被槍殺在家中。
2001 年，綦志華、綦志峰被列為首批公安
部督辦網上逃犯。直至近日，四平警方發現內
蒙古籍人員「秦忠華」與綦志華相似。經判
斷，警方認定「秦忠華」「秦忠峰」就是逃犯
綦志華、綦志峰。隨後，四平警方於本月 6 日
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倫春旗將「秦忠華」
「秦忠峰」抓獲，於7日將他們押解回四平。

台退役將領
參訪武昌起義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華民族抗戰歷史教育與抗戰精
神傳承研討會」11日將在湖北武漢
開幕。前來參會的台灣退役將領黃
幸強、陳廷寵、王文燮等人昨日參
訪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追憶
歷史、緬懷先烈精神。
紀念館位於武漢蛇山南麓的閱
馬場北端，是一座紅色的二層建
築，為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在
《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史跡陳列》展區，黃幸強等人先
後參觀了「風動漢上」「武昌起

義」「走向共和」「復興之光」
等主題展陳，並不時在一件件珍
貴文物前駐足觀看，細心詢問相
關歷史。黃幸強表示，紀念館將
武昌起義這段歷史記錄得非常完
整，使大家可以學習歷史、回味
歷史，非常具有教育意義。歷史
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傳承，應使下
一代了解歷史，發揚先烈精神。
王文燮在參觀後表示，武昌起義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中
華民族的光榮歷史需要傳承給下
一代。

棒 球 特 展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 日在台北探索
館舉辦野球風雲錄台北特展開幕記者會，以「棒球榮光在台北」為
主題，供民眾參觀。
圖/文：中央社

台當局推公墓用地發電被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東
森新聞報道，民進黨當局反對發
展核電，導致台灣島內出現供電
隱患，曾被民眾諷刺「用愛發
電」。民進黨當局 9 日又通過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修正草案，將在既有公墓內發
展太陽光電發電事業，又成為島
內民眾茶餘飯後話題。有網友嘲
諷說，不如提出更有效率的「超
靈界科技」，利用線圈與磁場的
感應電動勢，在墓地擺一堆線
圈，如果有鬼魂通過，就可以發
電。

行政主管部門發言人昨日回應
媒體時表示，這項政策並不是直
接於現在的公墓上發電，而是在
公墓旁邊的空地或是已完成遷葬
的舊墓地裡尋找可能的空間進行
太陽能發電，希望外界不要誤
解。但是很快又有網友提出，發
電的噪音可能「打擾」往生者。
行政部門不得不又回應，稱太陽
能發電沒有噪音。
不過，台灣企業界依舊擔憂台
灣缺電問題，恐影響台灣半導體
產業發展，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
東呼籲當局重啟核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