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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非凡英雄精神體現在平凡工作崗位上

走私2.8公斤黃金 外籍客出境被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州海關獲
悉，白雲機場空港口岸旅檢渠道有兩名
外籍旅客走私黃金出境，廣州海關查獲
黃金飾品2.8公斤。
此前，廣州海關還在空港口岸查獲旅

客利用大量手機屏幕部件夾藏黃金入
境，含金箔124片及金塊1件、總重達3.1

公斤。目前，兩名當事人因涉嫌違規攜
帶貴重金屬出境交海關緝私部門處理。
廣州海關表示，根據規定，黃金及其

製品屬於國家限制出境物品，旅客攜帶
出境的黃金及其製品超過限量的，須以
貨物出口方式報關出口，海關憑中國人
民銀行總行或其授權的中國人民銀行分
支機構簽發的《中國人民銀行黃金及其

製品進出口准許證》辦理驗放手續。
進境旅客攜帶金銀重量超過50克須向

海關申報，在自用、合理數量範圍以內
的，海關查驗後放行。
據預測，今年國慶假期，白雲機場出

入境預計高達35萬人次，旅客出入境需
自覺遵守相關規定，避免因違規影響行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東省衛計委昨日發佈消息，9月30
日，廣東省在重症肺炎常規監測中發現1
例H5N6病例，患者為一名22歲男性，
目前在醫院隔離治療。專家評估表示，本
次病例屬於偶發，傳染風險低。
據廣東省疾控中心專家表示，H5N6病

毒為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的一種亞型，病毒
的來源是禽類。本次發現的病例屬於人感
染H5N6偶發病例，人傳人風險低。
專家提醒，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應避免接

觸病死禽，盡量避免直接接觸活禽；不要
從流動活禽攤販處購買無檢疫證明的活禽
並飼養；有禽類接觸史且出現發熱及呼吸
道症狀者，應戴口罩，盡快到當地醫療機
構就診，並主動向醫生告知禽類接觸史。
今年以來，多地在禽類樣本中發現

H5N6禽流感病毒，1月中旬，香港食物
環境衛生署發佈消息，根據該署委託香港
大學對街市及新鮮糧食店進行的禽流感恒
常監測計劃，較早前在灣仔一新鮮糧食店
檢取的砧板環境樣本及冰鮮鴨表皮拭子樣
本確認檢出微量Ｈ5Ｎ6禽流感病毒，經
專家分析，相信有關冰鮮鴨並無受感染，
只是表面受到微量病毒污染。

粵現H5N6禽流感病例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為方便港澳企業在灣區內資金暢
通，廣東自貿區下一步還將在現有的
金融政策基礎上，探索創新港幣、澳
幣流通模式，建設前海粵港澳技術轉
移及成果轉化中心，推動科研經費跨
粵港澳三地使用。
目前，廣東自貿區與中國銀行等金

融機構聯合推出的企業跨境金融服務
解決方案，涵蓋跨境全流程產品體

系、全球項目集合體系、全球中行互
動平台體系三大體系，為自貿區企業
提供包括基礎結算、現金管理、跨境
融資等全方位金融綜合服務。
在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方面，廣

東自貿區利用資金優勢，助力跨境人
民幣雙向融資，推出全口徑宏觀審慎
跨境融資、跨境人民幣貸款等投融資
服務。
在服務金融設施建設方面，廣東自

貿區適應粵港澳深入合作的形勢，為
便利與香港企業的結算，進一步強化
金融科技創新，推出粵港跨境電子直
接繳納民生類費用業務系統、粵港匯
款港幣全額到賬服務系統，還推出了
粵港電子支票，並助力廣東商事制度
改革，近年先後推出了商事登記銀政
通、粵港澳商事登記銀政通等惠民服
務，實現境內外投資者開辦企業一站
式便利化。

香港文匯報訊 「生死關頭，你
們臨危不亂、果斷應對、正確處
置，確保了機上119名旅客生命
安全。」9月30日，習近平總書
記專門邀請創造「史詩級」迫降
奇跡的四川航空英雄機長劉傳建
和機組成員參加國慶招待會。總
書記在會見英雄機組時說：「你
們化險為夷的英雄壯舉感動了無
數人。得知你們的英雄事跡，我
很感動，為你們感到驕傲。」央
視發表快評指，近年來，習近平
總書記表揚了許多英雄人物和先
進典型。從航空報國英模羅陽到

勇闖深海的水下核盾海軍某潛艇
基地官兵，從心繫群眾的優秀縣
委書記廖俊波到科技報國的榜樣
黃大年……而今，習近平總書記
點讚的「英雄譜」上，又新添了
劉傳建及其機組成員，再次激發
全社會學習英雄事跡、弘揚英雄
精神，把非凡英雄精神體現在平
凡工作崗位上。
快評認為，「英雄機長」劉傳

建每天都堅持訓練，認真學習操
作……透過種種細節不難發現，
能夠在生死一線之際成為英雄，
正是因為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了一

絲不苟的專業精神、培養出精益
求精的專業能力。
在會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
出，危急關頭表現出來的沉着冷
靜和勇敢精神，來自你們平時養
成的強烈責任意識、嚴謹工作作
風、精湛專業技能。英雄精神不
僅體現在剎那間的生死抉擇，而
且體現在經年累月的執着與堅
守。平凡因堅守而不凡，只有日
復一日的堅持，年復一年的專
注，才能換來奇跡時刻的沉着堅
定。
快評續稱，中華民族一代代英

雄身上展現出來的無畏氣概與浩然
正氣，是引領人民奮進、推動社會
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英雄精神就
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是凝聚起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之源。不
管時代如何變遷，英雄精神永遠熠
熠發光，激勵着我們砥礪前行。英
雄不是什麼抽象的名詞，也不是遙
不可及的目標。從默默鑽研數十載
的科技人員到堅守脫貧攻堅第一線
的基層幹部，從累倒在手術台旁的
醫生到對孩子們關懷備至的教
師……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
各條戰線，一個個普通人通過艱辛

努力與忘我奮鬥，做出了不平凡的
業績，展現出昂揚的英雄身姿。他
們如同精神的路標，標注着我們從
哪裡來，指引着我們向哪裡去。也
正因為一個個平凡英雄的出現，中
華民族的精神高塔永遠巍然聳立。
快評最後指，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需要千千萬萬
個英雄群體、英雄人物。我們要
從英雄身上汲取優秀的品質和精
神，把非凡英雄精神體現在平凡
工作崗位上，在奉獻中實現價
值，努力把每一項平凡的工作做
出不平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
道）全國迎來國慶節之際，雲南省召開新
聞發佈會宣佈：2017 年該省 10 個州
（市）的15個貧困縣（市）實現了脫貧
摘帽，這是雲南省史上首次實現貧困縣數
量減少，接下來雲南全省還有73個貧困
縣需在既定時間內實現脫貧，任務艱巨。
根據規定，貧困縣退出以貧困發生率為

主要衡量標準，原則上西部地區貧困縣貧
困發生率要降至3%以下。貧困人口脫貧
以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為主要衡量
標準，即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貧困
家庭孩子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無因貧失
學輟學，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
救助全覆蓋，全部實現住房安全有保障。
雲南省扶貧辦副主任施榆兵表示，這

15貧困縣（市）脫貧，只是全省脫貧攻
堅的階段性成果，要確保到2020年現行
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穩定實現「兩不愁三
保障」，消除絕對貧困，任務仍很艱巨。

按照《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廣東）自由貿
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自貿區承擔

122項改革試點任務。廣東省自貿辦負責人透
露，截至目前，已完成 119 項，完成率達
97.5%。

逾半世界500強入駐
報告披露，截至今年7月，區內累計新設企業
25萬家，新設外資企業1.33萬家，實際外資167
億美元，其中，港澳資企業1.1萬家，世界500
強企業在區內投資設立企業超過270家。2015年
至2017年，區內稅收收入年均增長23.9%，實際
利用外資年均增長41.5%，其中2017年稅收收入
956億元、實際外資60億美元。與此同時，區內
企業在境外直接投資設立企業400餘家，中方協
議投資額超過100億美元。

融資租賃表現亮眼
目前，廣東自貿區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創新
金融和類金融企業集聚地，累計入駐金融企業
5.8 萬家。在金融業務方面，截至 2017 年 12
月，區內 229 家企業辦理跨境人民幣貸款業
務，匯入金額429億元；區內企業備案43個人
民幣資金池。
在發展國際貿易新業態方面，融資租賃和汽車
平行進口業務表現亮眼，其中前海蛇口片區融資
租賃企業總數約佔全國三成；南沙片區通過SPV
融資租賃方式新引進落地49架飛機，成為華南

最大的飛機租賃集聚地；南沙片區平行進口整車
到港超2.4萬輛，成為全國平行進口汽車第二大
口岸。

創新制度推向全國
目前，廣東自貿區共形成了385項制度創新成

果，其中向全國複製推廣33項、全省範圍複製
推廣102項，發佈92項制度創新案例。
自貿區行政辦事效率大為提升，區內審批時限

已壓縮50%以上，目前區內開辦企業時間平均為
3天。
廣東省自貿辦負責人表示，未來廣東將承接國

家有關部門進一步授權事項，試點賦予自貿試驗
區省級經濟管理權限，同時謀劃推進一批「牽一
髮而動全身」的改革事項，推進廣東自貿試驗區
擴區，爭取在汕頭等地建設改革開放新平台。
記者也注意到，八月底廣東自貿區工作辦公室

專職主任曹達華曾帶隊赴汕頭，重點圍繞汕頭納
入廣東自貿試驗區範圍等問題開展「深調研」工
作。汕頭市則在今年六月份已成立自由貿易試驗
區工作領導小組。
「廣東自貿區的改革創新，缺乏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制度安排。」 曹達華指出，廣東自貿區在
貿易監管、金融創新等制度安排都還有待進一步
完善；同時，粵港澳合作還存在體制機制障礙，
如會計師、律師事務所等領域已對港澳開放，但
在執業的地域、業務範圍、服務時間、股比、出
資額等方面仍有不少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東省
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昨日發佈數據稱，9
月份廣東省製造業PMI為50.2，較8月份
上升0.9個百分點，重回榮枯線（指PMI
值為50，即經濟強弱的分界點）上。其
中，出口訂單在連續3個月持續收縮後重
回榮枯線上，為50.6。
9 月 PMI 五項權重指數（生產指數

51.3、新訂單指數50.6、原材料庫存指數
50.4、用工指數47.6、供應商配送時間指
數51.0）中，4項指數較8月份上升，扭轉
了8月份4項權重指數較7月份下降局面。
據悉，新訂單指數較8月大幅上升1.9個

百分點，重回榮枯線上。此外，今年6月
以來，受外部環境變化影響，新訂單指數
中的出口訂單連續3個月居於榮枯線下，9

月也重回榮枯線。此外，9月份PMI的11
項分指數中，已有8項在榮枯線上，比8
月份增加2項；廣州等工業重點市的PMI
指數也重新回到榮枯線上。
廣東省PMI指數解讀專家陳鴻宇認為，

上述數據表明廣東省製造業企業自5月份
以來連續4個月的緩慢下行已開始觸底，
企業的國內和國際市場需求漸趨穩定，生
產和採購活動已在正常開展，廣東製造業
企業經營者信心增強。
陳鴻宇建議，應廣泛向企業宣講解讀廣

東省「實體經濟十條（修訂版）」「外資
十條（修訂版）」，按照時間表和路線圖
的要求，盡快推出各部門和各地市的具體
舉措；一視同仁扶持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
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微型企業；將培育

新動能的重點集中到加強工業互聯網建設
上，繼續推進製造業的信息化、智能化、

服務化和扁平化，為企業搭建良好的創新
生態。

粵出口訂單回升 製造業重回榮枯線上

■嫌犯將金箔藏於手機走私出境被廣州海關查
獲。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廣東自貿區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國務院規廣東自貿區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國務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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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製造業9月
PMI指數重回榮枯
線上，生產及採購
活動已正常開展。
圖為東莞服裝廠流
水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東省自貿區範圍或將繼續擴大，汕頭經

濟特區有望納入廣東自貿片區。近日，廣東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關於

推進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情況的報告中表示，自貿區目前已基本完成了

國務院印發總體方案中規定的各項改革試點任務，

廣東省未來將試點賦予自貿區省級經濟管理權限，

同時推進廣東自貿區擴區，並爭取在汕

頭等地建設改革開放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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