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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三市躍升全球金融中心前廿位
香港多項競爭力稱冠 與紐約倫敦三足鼎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州金融中心發展論壇昨日舉行，現場
發佈的《2018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綜合競爭力排名位列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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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等類別競爭力排名居首。而北上廣深均入
圍前 20 位，且排名增長明顯，粵港澳大灣區共有
廣州、深圳、香港三座城市位列前 20 位。專家稱
在大灣區各大金融中心中，廣州應憑藉專業知識服

大灣區 快線

務支撐香港、深圳的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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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Z/Yen 集團執行董
當天的論壇上，英國
事長邁克爾．梅內里公佈和解讀了

《第 24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數據顯
示，綜合競爭力排名前三分別為紐約、倫
敦、香港，香港此期評分上升 2 分，與排名
第二的倫敦僅相差3分。

前五舊格局漸被打破
邁克爾表示，長期以來，倫敦、紐約、
香港、新加坡和東京一直佔據全球金融中
心指數前 5 名的位置，儘管內部排名偶爾出
現變化，但其他金融中心難以撼動這一格
局。此期上海金融中心評分大幅上升 24
分，已經取代東京進入全球金融中心前五

行列，且與新加坡的評分差距縮短為 3 分，
對新加坡的排名地位造成嚴峻挑戰。此
外，北京、蘇黎世和法蘭克福進入指數排
名前十，取代了多倫多、波士頓和洛杉
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名次及評分的諸多
變化顯示頂級金融中心內部分化現象日益
激烈，舊的格局正逐漸被打破。
據了解，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評分和
排名的評判標準主要依靠營商環境、金融
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城市聲譽等
方面，從競爭力具體分類排名看，香港
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方面排名都居全球
首位。
對此，邁克爾表示，一座城市的金融

指數保持中高位有利於吸引人才和發展
經濟，而國際化人才的集聚才能維持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穩定。他還強調，金
融科技只是一個小領域 ， 生 物 特 徵 、 健
康醫療等科技領域都能與金融業進行
合作。

穗以金融島撐港深發展
在此次發佈的最新排名中，粵港澳大灣
區共有三座城市進入前 20名，除了排名第3
的香港，還有排名第 12 的深圳和排名 19 的
廣州，其中廣州相比上期排名上升 9 名，增
長明顯。
對於廣州的金融中心建設，中國（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
所所長劉國宏指出，廣州的排位雖然持續
上升，但仍然存在金融市場發展不足，金
融從業人員、上市公司數量低於金融中心
前十城市平均水平等短板。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易行健
則建議，廣州應充分利用南沙國際金融島
發展國際金融合作，加大境內外高層次人
才引進力度。
「廣州作為核心軸之一，應與香港、深
圳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大灣區一體化全球
中心，結合地區優勢重點發展產業金融、
供應鏈金融、科技金融和綠色金融等產
業。」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森林城市群建設
有新突破。廣東省林業廳昨日透露，深
圳、中山 9 月已成功入圍國家林業和草原
局 公 示 的 「2018 年 森 林 城 市 擬 批 准 名
單」，10 月有望正式獲批；屆時，珠三
角 9 個城市將全部成為國家森林城市，珠
三角將率先建成全國首個國家森林城市
群。而粵港澳大灣區水鳥遷徙廊道、珠
三角地區生物生態廊道等建設規劃也陸
續啟動。

目前，在珠三角 9 個城市中，廣州、惠
州、東莞、珠海、肇慶、佛山、江門 7 市
已成功創建國家森林城市，深圳、中山正
進入「創森」衝刺收尾階段。
目前，深圳全市森林覆蓋率達
40.04%，公園總數達 942 個，成為全國公
園最多的城市之一；而對照國家森林城市
評價指標體系，深圳 40 項「創森」指標已
達標。
中山副市長高瑞生表示，廣東中山如今
建成各類公園 55 個，全市 277 個村居基本

「山竹」升級超強颱風 或影響深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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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海一帶沿海登陸，第 22 號颱風「山竹」
於前日上午 8 時加強為超強颱風，最大風
力 16 級，預計將於 15 日前後移入海南海

深破涉惡醫療團夥案
抓逾 90 人查封 10 餘黑診所

今年 9 月，坪山區警方協同區衛生監督部
門開展打擊涉醫療行業欺詐等違法違規專
項行動，打掉一個以劉某強、吳某曦等為
首的民營醫療機構惡勢力犯罪團夥，抓獲

15 名疑犯，依法扣押 POS 機、手機等作案
工具一批，查獲虛構病情、惡意醫療被患
者識破後簽訂的《調解協議》100 餘份。經
查，劉某強等人僱用以溫某鑫為首的「醫
託（醫療騙子）」將受害人從正規醫院誘
騙至同庚門診部消費，受害人的消費金額
雙方進行五五分成。
劉某強等人還明示或授意同庚門診部醫
護人員對患者虛構病情，得逞後給予醫護
人員 1%至 10%的提成。據疑犯交代，同庚
門診部除了後勤人員外，股東、醫生、護
士、導診等全部團夥成員均參與利用「醫
託」來敲詐病人。

按昨日的路徑預報，16 日至 17 日颱風
「山竹」或對深圳、湛江等沿海市縣造成
嚴重風雨影響，日雨量 100 毫米至 150 毫
米，局部 250 毫米以上，陣風 14 級至 15
級，沿海 16 級，其風力影響將超過去年的
「天鴿」、「帕卡」。
為應對即將到來的雙颱風，南方電網廣
東電網公司將防風防汛響應級別提升為Ⅲ
級。其中，湛江供電局啟動防汛Ⅱ級響
應，應對颱風正面襲擊所帶來的搶修及應
急供電工作。據海事局消息，颱風「百里

今年 6 月，光明區警方打掉利用黑診所強
迫交易的張某利惡勢力團夥，現已逮捕 26
人，凍結涉案資金 70 萬元人民幣。警方調
查發現，真愛婦科門診部為張某利等人開
設，他們在深圳多區還開設了華光大門診
等 8 家門診。為誘騙患者，張某利等人還專
門開設深圳中順集團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客服人員冒充網絡諮詢醫生，按照事
先製作好的多個劇本跟患者聊天，將患者
引導到該團夥旗下的真愛婦科門診部、華
光大門診等地「就診」。
經查，這些門診僅僱一兩名具有資格醫
生，不固定在崗。患者「就診」時，醫生
以誇大或虛構病情，不打麻藥讓患者感受
劇痛，或將藥物塞進女性患者體內，以不
交錢就不給患者止血或取藥為手段，強迫
患者接受高額醫藥費。

嘉」影響船舶安全航行標準，瓊州海峽航
線於昨日下午2時起全線停航。
專家表示，廣東目前土壤含水量大，
仍需繼續防禦地質災害；颱風「山竹」
未來路徑仍有變數，應及時做好防台防
汛工作。
對於秋季出現超強颱風的情況，氣象專
家表示，主要是因為夏季向秋季過渡期
間，太陽直射點由北向南移動導致海溫偏
暖，提供給颱風的能量加大導致。秋台有
三大特點：路徑和移速多變、強度較大、
造成損失更嚴重。
數據顯示，1949 至 2014 年，秋颱風共生
成 755 個，其中超強颱風有 211 個，佔比
27.9% （ 夏 颱 風 中 超 強 颱 風 的 比 例 只 有
16.3%）。

提升機場服務
深圳機場重金求良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為提升機場服務水平，深圳機
場客服服務平台昨日正式發佈，全新
的在線客服和測評平台，24 小時實
時響應旅客問詢、建議等需求，為廣
大旅客提供迅速便捷的溝通渠道，實
現與社會大眾的有效互動。同時，為
充分傾聽市民旅客對於機場服務提升
的意見和建議，深圳機場啟動服務提
升「金點子」有獎徵集活動，獲獎創
意方案將給予 2 千元至 3 萬元人民幣
不等的獎勵。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
社會各界可以通過小程序、郵件、信
件等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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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3

783

上海

5

766

北京

8

733

深圳

12

726

廣州

19

70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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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湖
南報道）昨晚7時40分左右，一
輛車牌為湘 D133ZY 的紅色越野
路華（內地稱「路虎越野車」）
高速闖入了湖南衡東縣洣水鎮濱
江廣場，截至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稿時止，已釀成 3 人死亡，43 人
受傷。
據現場目擊者介紹，當時正處
於飯後散步休閒時段，廣場上人
群密集，一輛紅色越野路華突然
駛入，多人被撞受傷倒地，現場
一片恐慌。他認為，該事件為交
通事故可能性較小，應為蓄意群
體傷害事件。
網上視頻顯示，至少十餘名受
傷群眾倒地不起，能聽見救護車和
警車鳴笛，而越野路華前面已毀。
事件發生後，衡東縣委、縣政
府迅速啟動應急預案，組織相關
部門進行現場處置，將受傷群眾
送往附近醫院。交通、消防、交
警、醫療等部門正在進行緊急救
援和處置。

死 傷

 

從正規醫院誘騙受害人

中山市林業局局長盧灶輝透露，南朗
鎮、板芙鎮、古鎮鎮、南頭鎮已入選首批
「廣東省森林小鎮」。同時，啟動廣東中
山國家森林公園、廣東翠亨國家濕地公
園、廣東香山自然保護區等 3 個「國字
號」項目。其中，翠亨國家濕地公園投資

面，16 日到 17 日將會嚴重影響廣東。雙颱
風先後襲擊廣東，或將給廣東沿海地區帶
來較大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以
來，深圳警方聯合衛生部門強力打擊醫療
領域涉惡犯罪，先後偵破了以劉某強、吳
某曦等為首的民營醫療機構惡勢力團夥
案，張某利惡勢力團夥強迫交易案等多宗
醫療領域涉惡案件，抓獲疑犯 90 餘名，查
封黑診所10餘家。

3「國字號」項目啟動

近10億元人民幣，明年首季對市民開放。
與此同時，粵東西北的梅州、汕頭、潮
州、揭陽、茂名、陽江、雲浮、韶關、清
遠等 9 個市，目前也加入了創建國家森林
城市行列。
廣東省林業廳透露，目前廣東省正在編
制全省森林城市建設規劃，將以珠三角國
家森林城市為綠心，以粵北、東西兩翼森
林城市為生態屏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森林城市群」，構建嶺南特色的森林生態
屏障。

雙颱風撲粵「百里嘉」
雙颱風
料今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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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
年第 23 號颱風「百里嘉」昨日中心最大風
力 8 級，預計今日白天在廣東電白到海南

實現社區細胞公園、鄉村小公園建設全覆
蓋，「創森」5 大類 40 項指標均已順利躍
過標準線。

城市

湖南越野車衝撞人群

珠三角有望 10 月躋身國家森林城市群

《2018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中國城市排名

司機已被控 疑為故意傷害

衡東縣委宣傳部新聞辦主任周
健說，經公安機關初步查明，肇
事司機陽贊雲，1964 年出生，
係衡東縣甘溪鎮人，曾多次被公
安機關打擊判刑，目前該肇事司
機已被控制，事故具體原因正在調
查，稍晚官方將發佈調查情況。
據悉，男疑犯陽贊雲，漢族，初中文
化，無業。因犯故意傷害罪，於 1992 年
10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又因犯販賣
毒品罪，於 2001 年 10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
三年；因犯尋釁滋事罪，於 2005 年 10 月
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零三天；因犯失火
罪，於2006年5月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緩刑一年；因犯敲詐勒索罪，於 2009 年 8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2014 年 5 月 25
日刑滿釋放。又因涉嫌搶劫罪，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被衡東縣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7 年 9 月 13 日經衡東縣人民檢察院批
准逮捕，同日由衡東縣公安局執行逮捕。
據此前衡東縣法院判決書認定情況，陽
贊雲患低分化腺癌、冠心病、心功能二級
等疾病。而昨日案發後，網上一度有網友
分析其因患癌報復社會的說法。
據相關媒體報道，陽贊雲因涉嫌搶劫罪
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被衡東縣公安局刑事
拘留，9 月被批捕後，衡東縣檢察院建議
量刑 1 年至 2 年，一審被判一年半，二審
改判為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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