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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發展綠色產業 應對氣候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
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
小組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應
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韓正
出席會議。
會上，生態環境部、發展改革委作了匯報，領
導小組成員發了言。李克強說，近年來，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
部門積極踐行新發展理念，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和
節能減排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持續降低，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逐步提高，可
再生能源電力裝機總量佔全球的
30% ， 新 增 森

林蓄積量已提前完成 2030 年目標；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明顯下降，生態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李克強提到，新形勢下，要堅持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推動
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統籌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和
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工作，促進經濟結構
優化升級，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挖掘節能潛
力，加快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產業體系，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
戰，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並為全球應
對氣候變化挑戰繼續作出應有貢獻。

努力兌現減排承諾
李克強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很突出。我們會繼
續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確保兌現

對國際社會作出的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達峰和強度大幅下降的承諾。同時，我們願與國
際社會一道，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
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加強合作，共同維護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及
其實施細則，推動氣候變化多邊談判充分體現發
展中國家訴求，促進全球氣候治理向更加公平合
理、合作共贏方向發展。

以法規推節能積極性
李克強說，各部門要形成合力，深入推進節能減
排工作。一要聚焦重點領域，大力推行工業清潔生
產、交通節能減排，結合城鎮老舊小區改造推進建
築節能改造，繼續發展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等
清潔能源。持續推動燃煤電廠和鋼鐵產能超低排放
改造，促進工業爐窑全面

達標排放，加快補上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短
板。深入開展全民節能減排低碳行動。
二要發展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提高節能減排效
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加快突破清潔能源和低碳
領域的關鍵技術，做強節能減排裝備製造業，大
力推行節能減排合同管理服務。推進政府等公共
機構執行節能產品強制採購制度。
三要更加注重運用經濟政策、法規標準等手
段，調動各方面節能減排的內在積極性，不搞簡
單化處理和「一刀切」。健全促進綠色發展的價
格等機制，推廣脫硫、脫硝電價成功經驗。加大
綠色金融支持。落實好促進節能減排相關稅收優
惠政策。加快建立用能權、排污權和碳排放權
交易市場。構建節能減排的長效
機制。

汕頭華僑試驗區 對接灣區文創
港才進駐可獲額外補貼 居住創業全方位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汕頭報道）香港媒體高
端采風團昨日在「體驗直通之旅、發現汕頭之美」采風
活動中，走訪了海灣隧道等交通基建項目、當地高新科
技企業以及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重點考察汕頭的
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投資環境。在承接大灣區產業機遇
方面，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將對接
大灣區高新技術企業、文
化等產業，而港澳專才
進駐試驗區，還可獲得

大灣區

快線

額外三成補貼。

采風團當日到訪了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考察了試驗
區的發展情況。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海灣新區）

管委會副主任陳斌表示，華僑試驗區將積極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產
業，特別將吸納高新科技、文化創意、商務會展等產業。不僅如
此，華僑試驗區還特別鼓勵高層次（專業）人才發展。香港文匯報
記者了解到，被華僑試驗區直管區內符合條件的企業或機構聘請，
並被華僑試驗區管委會認定的高層次（專業）人才，將按個人年應
納稅額的5%予以獎勵，每人每年最高不超過50萬元。
華僑試驗區還設置了三項特色人才政策，從人才引進、居住、置
業、創業等方面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務。在「引進人才雙補貼」方
面，全日制碩士或雙一流大學本科生可獲 2.4 萬元（人民幣，下
同）生活補貼，全日制碩士還可獲 3 萬元住房補貼。而博士人才則
能獲得 4.8 萬元生活補貼和 5 萬元住房補貼。港澳台居民和海外華
僑華人的補貼將上浮30%。華僑試驗區還在建設國家級孵化器「啟
迪之星」，引進的團隊將側重於華人華僑、港澳台同胞等。采風團
團員對華僑試驗區豐富的人才政策感到驚喜，認為汕頭未來將能更
好地對接大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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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開發區 20 舉措建 7
「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成
立 35 年的廣州開發區又有全新改革
舉措。廣州開發區 11 日出台《廣州
開發區關於推進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
放新高地的若干措施》（下稱《若干
措施》），推出 20 項重大改革創新
舉措，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高地等七大
「新高地」。

企業成長快 看好灣區合作
在廣東汕頭超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時，該公司總經理莫翊斌
帶領采風團參觀，並介紹企業發展成績。他介紹，公司目前有員工
6,600 人。營業規模從創立之初的 35 萬元，發展到現在已約達 50 億
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看好以後跟大灣
區增加產學研合作機會。」

三高速在建 未來連通灣區
俗話說，路通財通，交通的暢達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香港媒體
高端采風團昨日到訪了汕頭海灣隧道項目現場，聽取汕頭交通基礎
設施建設情況。汕頭市交通運輸局規劃建設科副科長葉劍灝表示：
「汕頭正加快高速公路建設，以三條高速公路打通通往粵港澳大灣
區南、中、北三個區域的高速公路通道。」
通過此次參觀，香港媒體高端采風團對汕頭交通建設印象深刻。
在走訪汕頭城市發展展覽館時，采風團看到了汕頭經濟特區從成立
到發展等歷程，了解了港商在汕頭投資設廠的情況等，對潮劇、潮
繡等潮汕文化讚不絕口。

根據《若干措施》，廣州開發區結合
自身戰略目標，具體提出打造七個「新
高地」：開放型經濟新高地、創新型
產業新高地、核心技術新高地、開放型
合作新高地、資源運用新高地、人才發
展新高地和營商環境新高地。
而圍繞這七大「新高地」，廣州開
發區也提出 20 項具體舉措，不僅包

括探索關稅保證保險改革，積極創建
擴大進出口政策試驗區；還將創建國
家「中小企業能辦大事」先行先試
區，支持中小科技企業在關鍵核心領
域突破。

爭取海關簡化特殊品審批
在打造營商環境新高地方面，廣州開

發區也將通過一系列措施，推動商事服
務「再提速」。比如，創造「區塊鏈+
AI」商事服務模式，探索相對集中工
程建設項目行政許可權，爭取海關總
署在區內試點先行簡化出入境特殊品衛
生檢疫等審批手續，探索商事服務「離
岸辦」，創建港澳及國際投資者創新創
業「一站式」服務平台等。

中英生物科技中心落戶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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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
高新區舉行的第十屆中英橋開放創新
項目對接會上獲悉，中英生物科技和
健康創新成果轉化中心正式落戶廣州
國際生物島。
此次大會現場集中簽署了多項重要
合作項目。其中，易創科技國際有限
公司、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
司、納斯特投資管理公司、粵港澳大
灣區科技創新服務中心、豐樂集團公
司集中簽約，共建中英生物科技和健
康創新成果轉化中心與中英生物科技
創新基金。同時，中英橋華南辦公

南方未來一周將遇豪雨「車輪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自上月 1 日進入主汛期以
來，南方地區已出現 7 次強降雨過
程，廣西、江西、湖南等省份近百
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中央氣象台
昨日舉行媒體通氣會稱，未來一周
南方強降雨「車輪戰」還將繼續。
氣象專家提醒，上述地區公眾需注
意防範持續強降雨和疊加效應可能
引發的中小河流洪水、城鄉內澇和
山洪地質災害。前往降雨地區遊玩
的旅客更應提高警惕，合理安排出
行計劃。
據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方翀介
紹，受持續強降雨天氣影響，江西
宜春、撫州，湖南衡陽、株洲，廣

受訪者供圖

西桂林等多地遭受洪澇災害。前
日，廣西、貴州、湖南、江西、福
建、浙江等 8 省區 90 多條河流發生
超警以上洪水，湖南湘江、資水，
福建建溪及富屯溪發生超保洪水，
廣西西江出現 2019 年第 1 號洪水，
個別水庫超汛限水位。據預測，未
來一周南方地區還將連續出現兩次
強降雨過程。
氣象專家提醒，公眾需注意防範持
續強降雨和疊加效應可能引發的中小
河流洪水、城鄉內澇和山洪地質災
害。特別是正值暑期，外出遊玩旅客
更應提高警惕，及時關注最新天氣預
報預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計劃，盡
量避免前往災害隱患點。

室、中英生物科技和健康創新成果轉
化中心當天揭牌。
據介紹，中英生物科技和健康創新成
果轉化中心旨在充分發揮中國具有世界
最大臨床試驗基地的優勢，促進先進發
達國家的相關優秀科研成果引入國內臨
床試驗，並且推動藥品、醫療器械和診
斷產品的中試和大批量生產的前期準備
工作；並致力於推動產學研政商企通力
協作，把實驗室樣品變成商品，培養科
技成果轉化為商品的核心競爭能力，最
終實現產業化轉化。
此外，由鍾南山院士領銜、規模達
2 億元人民幣的廣州南山科創基金，

重點投資生物醫藥及相關領域的科研
機構、新型研發機構，以及高校的科
技成果轉化項目。大會現場還舉行了
10 個英方項目+10 個中方項目混編順
序項目路演。

以及最為龐大的消費市場。中英兩國
優勢結合，將可以極大地促使更多企
業從成本驅動走向市場驅動乃至知識
驅動，完成企業戰略上的升級。

鍾南山看好中英優勢結合
鍾南山十分看好中英兩國在生物科
技與健康領域的優勢及合作基礎，他
指出，英國極度重視研發投入、擁有
極強的科研基礎和科研效率、擁有全
球最好的醫療體系──NHS（全民醫
療服務體系）；中國則擁有全球最豐
富的臨床資源、最具競爭力的製造業

■中英生物科技和健康創新成果轉化
中心落戶啟動儀式現場。受訪者供圖

京千人淚別
「平民市長」
張百發
昨日上午，被譽為「平民
市長」的北京市原常務副市
長張百發遺體告別儀式在北
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
行。張百發出身草根階層，從一名普通
鋼筋工人靠苦幹、實幹最終走上北京市
領導崗位，並為北京籌辦亞運會、申辦
奧運會及城市建設立下汗馬功勞，在普
通民眾中頗具政聲。社會各界上千餘人
一早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為張百
發作最後告別。
上午 7 時許，當記者趕到告別儀式廳外
時，現場已排起長隊，來自首都各界幹
部、群眾等千餘人胸佩白花、手捧《張
百發同志生平》，前來為心中的「平民
市長」送別。9 時許，人們緩緩走入弔唁

&

廳，向他們的老市長、老朋友致以最後
一個敬禮。

不說空話 為民謀福
在參加告別儀式的人群中，趙明、李
麗寶夫婦在早上 7 點多到達，他們回憶起
35 年前的一段往事時仍十分動容。「當
年，我們居住的樓房出了點質量問題，
我們就聯名給張百發副市長寫了封信投
訴。沒想到，不到一個星期，張百發帶
着市建委一批人來了。」當時，他不但
向居民們鞠躬道歉，亦承諾兩個月內徹
底解決問題。
結果，只用了一個多月，問題就徹底
解決了。趙明、李麗寶說：「前幾天，
百發市長不幸得病走了，我們心裡真的

很難過，今天一清早趕過來送送他。這
樣不說空話、大話，全心為我們平民百
姓辦實事、謀福利的領導，永遠活在我
們的心裡。」
張百發 1935 年出生於河北香河，曾任
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長，國家建委副局長、
副主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在任期間，
他成功指揮了第十一屆亞運會籌建工作，
積極籌劃北京申奧工作，在
眾多北京城建項目中親
力親為。2019 年 7 月
5 日凌晨，張百發
在北京因病逝世，
享年 84 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川閣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