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10月視察前海時提出「要深化深港合作」的指示精神，落

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關於「聯動香港打造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的部署，前海「一帶一路」法

律服務聯合會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借助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平台，倡議聯合深港兩地法律專業組織，發起共建

「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區」。來自港澳與內地的40家律師、公證、仲裁、調解、知識產權、會計服務、公司法務等

法律服務行業組織機構4日在前海簽約，作為首批單位參與啟動儀式。

深港共建法律服務深度合作區
提升處理跨境法律事務能力 首批40家法律服務機構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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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首批參與簽約的單位包括司法部
港澳台法律培訓交流中心、最高人民

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法治前海研究基
地、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香港全
球華語律師聯盟、粵港澳商事調解聯盟、
香港和解中心、香港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
會、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北京大學法
學院香港校友會、香港聯合調解專線辦事
處等。

齊拓「帶路」華語律師合作網絡
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會長杜春
表示，「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區」是原有兩
地合作模式的升級版，參與各方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理念，發動匯集深港法律專業服務各
方面資源，聯手搭建開放包容、資源共享、
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合作平台，創新合作
機制模式，推進協作型、互補型、配套化、
一站式的業務合作和服務聯動，共建兩地法
律服務專業交流互鑒、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
機制，聯手拓展「一帶一路」華語律師合作網
絡，共同提升處理跨境、跨業、跨法域法律
事務和國際法律事務的能力。

香港全球華語律師聯盟會長林新強一直致
力推動深港法律合作，在前海亦成立了一家
兩地聯營律師事務所。他表示，過去40年
深港在政府間、貿易、物流、青年交流、法
律交流等方面建立了全面的合作關係。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為深港兩地帶來重大機遇，以
「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區」為重要的切入
口，攜手打造法律服務中心，幫助深港金
融、創新科技、先進製造等行業的共同融
合。
他指，全球華語律師聯盟將與前海「一帶

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共同合作，整合中外
以中文為工作語言的法律服務資源，共同營
造全方位、多層次的法律服務生態圈，推進
法律執業共同體建設，探索更好的服務、
「一帶一路」倡議的新規章及粵港澳大灣區企
業高質量的發展之路。
共建單位第一次聯席會議於簽約儀式後舉

行，會議表決通過《「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
區」建設2019年度合作計劃項目備忘錄》。
《備忘錄》規劃了建立戰略合作共商和日常聯
絡協作機制和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機制等
內容。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示範區，前海在法
治創新方面做了許多探索。前海管理局副
局長田敏表示，六年來，前海「依託香
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戰略使命，
形成了五大法治創新體系，當中不少借鑒

了香港經驗，包括學習香港構建以法定機
構為主導的「政府職能+前海法定機構+蛇
口企業機構+諮委會社會機構」的法治化市
場化政府治理格局；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經
驗，成立前海廉政監督局；整合紀檢、監
察、檢察、公安、審計五種監督力量，在

全國首創監督力量和工作職能「一體化監
督」模式。
目前，前海的港澳陪審員制度、粵港律

師合夥聯營、外國法律查明機制、「訴調對
接」「調仲對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服
務「一帶一路」建設等諸多創新舉措被納入
國務院《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貿試驗區
改革開放方案》予以肯定。
田敏指出，前海的法治建設，離不開香

港法律專業機構和人士的深度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明確提出要前海聯動香港，
打造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
決中心。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
發起的「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區」構想，
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度契合了前海
法治建設需求。相信藉着「深港法律服務深
度合作區」建設契機，前海深港法治交流合
作方面必將再上新台階。

借鑒香港經驗 前海探索法治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
輝廣州報道）廣東將組建一
支龐大的禁毒專業義工隊
伍。12月4日，在第33個國
際義工日來臨之際，廣東省
公安廳與廣東團省委等部門
在廣州舉行「百萬禁毒志願者
服務聯盟啟動儀式」。在
2020年之前，廣東將組建一
支由100萬名專業義工成組
成的禁毒隊伍，深入基層和
社區，開展禁毒宣傳、戒毒
康復、防控服務工作。
據介紹，廣東將以啟動儀

式為起點，在省級層面建立
廣東省禁毒義工服務聯盟總
部，並在21個地級市設立市
禁毒義工服務聯盟分部和
121個縣區禁毒義工服務聯
盟支部，實現全省專業禁毒
隊伍全覆蓋，全力推動「全民
禁毒工程」深入發展。
據廣東團省委權益與社會

工作部部長譚傑介紹，目
前，廣東有登記義工960多
萬人，在該聯盟下，通過系
列培訓，其中10%將會發展
成為專業禁毒義工。到2020
年，總規模將超過 100 萬
人。
廣東省禁毒辦有關負責人

表示，禁毒義工隊伍是全民
禁毒工程建設的重要力量，
他們在毒品預防教育、禁毒
宣傳、戒毒康復、防控服務
等社會化工作中發揮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來自廣東省戒毒管理局的

消息顯示，目前，廣東被列
入愛滋病流行水平「一類
省」，屬於疫情較為嚴重的省
份和禁毒工作重點省份。當
前，廣東登記在冊的吸毒人
員達60多萬人，存在着愛滋
病疫情因注射吸毒和合成毒
品濫用而擴散傳播的高風
險。新型毒品吸食方面，青
少年佔據的比例接近80%，
因此，近年來廣東多部門以
不同方式，開展針對青少年
群體的毒品宣傳和防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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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備忘錄》》重點合作內容重點合作內容
■建立戰略合作共商和日常聯絡協作機制和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作機制

■建設前海國際商事爭議調解中心

■打造「一帶一路」華語律師合作平台

■推動與工商業行會商會建立合作互動機制

■組建深港法律服務專業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深港法律服務深度合
作區作區」」共建啟動儀式現共建啟動儀式現
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1997
年，25 歲的
退伍軍人劉海
在工作中不幸
觸電，雙臂截
肢；妻子李美

文老家在廣西，13歲那年因事故失去雙
腿。面對殘酷的現實，劉海借助殘肢學會
穿衣做飯，李美文則用兩個板凳學會了走
路。2007年，劉海在電視上看到和自己一
樣堅強生活的李美文，便輾轉聯繫上了
她。「兩個人在一起就有了手和腳，一定
可以更好地生活下去。」這是當時劉海給
李美文的承諾。兩個月後，李美文從廣西

來到內蒙古，這是她從小到大第一次出遠
門。兩人一見傾心，不久之後便結了婚。

以身示範教女自立自強
「做飯、打掃、種地這些活兒幹起來就

是比正常人慢點，但是我們都能幹。」多
年來，劉海和李美文用一雙手和兩條腿配
合完成家務活，種菜、養雞等農活也打理
得井井有條。不管是孩子出生、上學，還
是兩人看病和日常生活，劉海夫婦的親友
們都幫扶了不少，但夫婦兩人卻婉拒了很
多愛心人士的捐助。「現在我們種菜養雞
夠一家三口生活，不能用別人的善意作為
自己的財路。」劉海說，他們想給女兒作
個榜樣，教會她自立自強。

17歲，正是像花兒一樣美麗的
年紀，然而河南新鄉的17歲少女
李辰璽因為家中廚房液化氣洩漏引
起的爆炸，導致全身80%皮膚燒
傷，正在新鄉市第二人民醫院重症
監護室接受治療。為救治女兒，父
親李志鋒將自己一整條左腿上的皮
膚移植給了女兒。
據李志鋒回憶，10月3日事發時
正值農忙，他和妻子在外忙碌，家
中只留有正在放國慶假期的女兒和
兒子。「當時他們倆在寫作業，聽

到家裡有聲響。我女兒就說讓弟弟
寫作業，她去看，結果是廚房液化
氣洩漏，開門的一瞬間就爆炸了，
孩子整個人都被火燒着了。」

女兒勸父親勿擔心
隨後，李辰璽被緊急送往醫院搶

救，經診斷，全身多處二度、三度
火焰燒傷，面積達80%，同時伴有
吸入性損傷，低血容量休克和爆震
傷，病情危重，經多次手術後，現
在還在重症病房時刻監護。由於李

辰璽燒傷面積太
大，李志鋒決定瞞
着女兒讓醫生將
自己一整條腿部
的皮膚移植給女
兒。「原來送飯都
是自己和妻子一起
去，隔着門和女兒說
幾句話，現在因為做了
手術一個月沒法下床。
女兒已經問了媽媽好幾
次爸爸為什麼不在，妻子都找借口
安慰她，說爸爸在工作的地方處理
事情。女兒還特意在視頻裡叮囑我
不用擔心，在那邊（武漢）照顧好
自己，不用急着回來。」
主治大夫郭醫生表示，李辰璽需

要大面積植皮，但父親李志鋒提供
的皮膚只能應用在她身上一小部

分。對植皮病人而
言，最好的、與身
體最適應的皮源
來源於自身，一
般會取自頭皮。
可頭皮面積有限，
李辰璽的燒傷面積
過大，之後肯定還要
再進行手術。創面細菌
感染也要時刻關注，具
體的手術和治療情況，

要依據李辰璽自身狀況來看。
此外，手術費也是問題。李志鋒

表示，家裡已經花光了所有的積
蓄，並且還借了親友不少錢。現
在，李志鋒一家已在「輕鬆籌」平
台上發起籌款，已籌到10,166元
人民幣，但對於後續治療仍是杯水
車薪。 ■《揚子晚報》

花季少女全身燒傷
父親不惜割皮救治

在內蒙古自治區庫在內蒙古自治區庫倫旗扣河子鎮有這樣一對特殊的夫倫旗扣河子鎮有這樣一對特殊的夫

婦婦，，丈夫劉海沒有雙臂丈夫劉海沒有雙臂，，妻子李美文沒有雙腿妻子李美文沒有雙腿，，但是但是

兩人並沒有被眼前的困境所兩人並沒有被眼前的困境所打倒打倒。。他們堅持自食其力他們堅持自食其力，，

且拒絕了愛心人士的捐助且拒絕了愛心人士的捐助。。結婚結婚1111年來年來，，他們用一雙手他們用一雙手

和兩條腿互相配合完成家務活和兩條腿互相配合完成家務活，，把家裡打理得把家裡打理得

整整齊齊整整齊齊。。 ■■文文：：新華網新華網//圖圖：：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熊貓龍鳳胎「福鳳」「福伴」4日順利從奧地利維也
納回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入住四川臥龍神樹坪基
地隔離檢疫區，成為首對海歸大熊貓雙胞胎。
「福鳳」2016年8月7日出生於奧地利美泉宮動物園，

雌性，體重60kg，愛吃竹筍和紅薯，比較貪玩。「福伴」
2016年8月7日出生於奧地利美泉宮動物園，雄性，體重
55kg，喜歡攀爬，玩雪，對一切新鮮的事物都充滿好奇

心，社交能力強。
為了讓「福鳳」「福伴」

盡快適應回國後的生活，奧
方飼養員將在神樹坪基地陪
伴牠們一段時間。接下來的
一個月，兩隻大熊貓將在神
樹坪基地完成隔離檢疫，保
護研究中心也安排了經驗豐
富的飼養師和獸醫負責其日
常飼養及健康管理。■新華社

臥龍迎來首對海歸大熊貓雙胞胎

@感覺：你是

我的手，牽我

並肩走！我是

你的腳，與你

世上跑！

@菊麗。黃：
含 着 淚 的 堅
強，嚼着苦難
的幸福！ @TIM： 淚 崩 ， 感

人！生理殘缺、精

神 豐 盛 。 太 勵 志

了！可歌可泣、可

歌可頌。健全的人

還有理由責怪命運

不公嗎？

@秋水無痕：一

家三口的圖片暖

心！父母的堅持

和愛，將成為孩

子一生的財富！

祝幸福永遠！

@大千世界：瞧

瞧人家，四肢健

全的人更不能因

為一點挫折就一

蹶不振！

內
蒙
古
一
對
殘
疾
夫
婦
的

內
蒙
古
一
對
殘
疾
夫
婦
的
手
足
情

手
足
情

網友
留言

挖 胡 蘿 蔔

洗 頭

■劉海夫
婦與女兒
的合影。

晾 曬 衣 服

■■受傷前的李辰璽受傷前的李辰璽
和父親李志鋒的合和父親李志鋒的合
影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福鳳福鳳」」在雪中享用竹子在雪中享用竹子。。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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