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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市中華鱘保護管理條例》6日起

正式實施。當日，24尾中華鱘、2,000尾胭脂魚等在長江口水域被放流。

據悉，自2004年以來，上海累計放流各種規格中華鱘、胭脂魚、松江鱸

等珍稀水生生物55萬餘尾。

滬啟立法保護 放生24中華鱘
推動長江大保護 16年放流55萬餘尾珍稀水生物

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中華鱘是與距
今一億五千萬年前的白堊紀恐龍同時代

的孑遺種類，被譽為「水中大熊貓」。長江口
是中華鱘唯一的天然集中棲息場所。中華鱘在
此完成各項生理調整。近年來，長江流域水生
生物資源持續衰退，中華鱘自然種群延續面臨
嚴重困難，搶救性保護刻不容緩。

將健全中華鱘收容救護體系
6月6日是「全國放魚日」，也是《上海
市中華鱘保護管理條例》施行的日子。5月
14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
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中華鱘保護管理條
例》。這是上海針對單一特定野生動物保護
的創制性立法。
《條例》禁止生產、出售、收購、運輸、

食用中華鱘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禁止捕
捉、殺害中華鱘。根據《條例》，上海市漁
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組織或者協調開展中華
鱘人工繁育工作，制定中華鱘人工繁育工作
規範，建設人工繁育基地，留存中華鱘繁殖
群體和活體基因，增加人工繁育資源和遺傳

多樣性。
據悉，上海市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將建立健

全中華鱘收容救護體系，對執法機關罰沒的
中華鱘，以及野外發現的誤捕、受傷、擱
淺、受困的中華鱘開展收容救護工作。《條
例》指出，對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中華鱘生存
環境污染、破壞的行為，有關單位和個人應
當立即採取控制污染、停止作業等相應措
施，並及時向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報告，相關
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及時調查處理。

珍稀水生物放流成綠色生態名片
上海市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方面表示，

要建立跨區域聯動協作機制，加強與流域地
區有關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開
展聯合執法和監督。崇明世界級生態島建設
推進工作領導小組已將長江口中華鱘自然保
護區基地二期作為生態保護能力建設納入
「三年行動計劃重點推進項目」等，2021年
基本完成。
6日，上海市農業農村委員會、上海市人

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崇明區人民政府聯合

在長江口水域開展主題為「立法保護中華鱘
助推長江大保護——《上海市中華鱘保護管
理條例》施行暨2020年長江口珍稀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活動」。

據了解，中華鱘等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已成為上海綠色生態名片。自2004開始，
相關部門持續開展長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23次，累計放流各種規格中華鱘等珍

稀水生生物55萬餘尾，其中1.5米以上的大
中型中華鱘近500尾，刀魚等8萬餘尾，底
棲生物約355噸，對長江口的生態修復起到
了積極的作用。

香港文匯
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高
雄市長罷免
案6日舉行投
開票。台當
局選務主管
機關計票結
果顯示，93.9
萬選民投下
同 意 罷 免
票，票數超
過 罷 免 門
檻。
依據台當局

規定，高雄
市長韓國瑜
在本月12日前
將解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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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最新披露的數據，中國
5G用戶數已達3,600萬，預計年底建成5G基站超過60萬個。
在人民郵電報6日舉行的5G發牌一周年線上峰會上，工

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長魯春叢介紹，5G商用
一年來，中國5G商用取得積極進展：在網絡建設方面，基
礎電信企業建成5G基站超過25萬個，5G用戶超過3,600
萬。預計今年底，5G基站將超過60萬個，覆蓋全國所有地
級以上城市。
5G終端在過去一年間新品迭出，促進了5G普及。魯春叢

說，截至5月底，國內5G手機累計出貨量5,985萬部。預計
2020年，5G手機出貨量將達1.8億部。
5G應用落地也在加快。魯春叢表示，在消費領域，要力爭
培育一批5G高端應用，釋放新興消費潛力，擴大信息消費。
在生產領域，實施「5G+工業互聯網」512工程，形成一批可
複製可推廣的模式，助力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 從出生不久的嬰兒，
到100多歲的老人，我們不遺漏一個感
染者，不放棄每一位病患；前所未有調
集全國資源，救治費用全部由國家承
擔，我們不讓任何一位患者因費用問題
影響就醫；封一座城，按停經濟鍵，我
們不惜一切代價，因為我們深知經濟可
以恢復，生命補不回來……昨日中央廣
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在這場
史上罕見的疫情防控人民戰爭中，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得到了極大
彰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
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
第一位。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
場人民戰爭，帶領全黨全國踐行着以人

民為中心的思想。
快評再指出，在今年全國兩會下團組
以及近期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時，
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強調「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有力
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生動展現
了生命至上的崇高追求，為廣大黨員幹
部樹立了崇高標杆和行動指南。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這是我們黨初心使命的
集中體現。
快評進一步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疫
情衝擊，正是因為我們牢牢堅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才將病亡率降到了最
低，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戰略成果。
在推動經濟社會有序運行的進程中，各

級黨委政府要以「六穩」「六保」為行
動準則，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下大氣力解決好就業、教育、社
保、醫療、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社
會治安等群眾關心的問題，把百姓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把宗旨意識轉化成為民
行動，以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斷增強
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快評最後強調，脫貧攻堅迎來決戰時

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
我們決不能因為疫情衝擊而降低標準、
放鬆要求、推遲時間。要始終與人民在
一起，敢於迎接挑戰，在最後的衝刺中
一鼓作氣、連續作戰，如期實現各項目
標任務。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央視
快評 中國5G用戶達36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在6日召
開的廣州市十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廣州市市長溫
國輝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廣州全力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深化穗港澳全面合作。
在2020年下一階段主要工作安排中，溫國輝提
出，繼續推進民生互惠合作；推動港澳居民出入境
證件便利化使用；放寬港澳來穗辦醫准入條件，推
動港澳在穗醫療、養老機構納入醫保或長護定點範
圍；持續辦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從會議上獲悉，廣州2020年

將推動投資近5,000億元人民幣的數字新基建項目
落地建設，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
等重大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首次提出了規劃建設粵港
澳專業服務業集聚區，並有多項內容涉及穗港科技
合作領域，包括推進科技人員往來暢通、財政科研
資金跨境使用、科研儀器設備通關便利、大型科學
設施和科技資源共用共享。此外，還特別強調了推
進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香港分部建
設，和深化穗港澳生物醫藥科技創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6日，
「黃埔盃」第七屆「創青春」廣東青年創新創業大
賽暨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在廣州
啟動，大賽總獎金升級到162萬元（人民幣，下
同），參賽選手將可獲得培訓學習、資本對接、政
策扶持、培育孵化等10大福利。大賽在香港、澳
門均設選拔賽，項目負責人在35歲以下即可報
名。
賽事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聯合廣東省人社

廳、教育廳、金融局等12家單位共同舉辦，是大
灣區一年一度的最大規模青創大賽。大賽分為商工
組、農業農村組兩組競賽，主會場設在廣州黃埔
區，香港、澳門地區設立選拔賽。每組競賽根據項
目發展階段，劃分為創新類、初創類、成長類三類
項目。

冀創業者趁年輕多「折騰」
參賽項目可獲得一系列幫扶和優惠，如培訓學
習方面，可參加大賽組委會舉辦的青創訓練營、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交流營等培訓活動。政策
扶持方面，由於是12家政府部門聯合主辦，符合
條件的參賽獲獎項目，可申請到12家主辦單位面
向青年創新創業的相關扶持政策。

在當天的啟動儀式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委員、創業代表以及創投機構，從政府、市場、
投資、創業等角度暢談當下創業青年如何應對當下
疫情影響，積極投身「雙創」大潮。他們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對很多行業帶來挑戰，亦孕育機遇。其
中，全國人大代表、廣州邁普再生醫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袁玉宇表示，非常鼓勵有志創業者早
創業，趁年輕多「折騰」，因為失敗的成本最低。
他認為創業不能單打獨鬥，要選擇不同專長的夥伴
組成團隊。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執行總經
理曹旭光亦鼓勵年輕人大膽嘗試，很多行業都存在
機會。

灣區青年雙創賽昨在穗啟動

穗擬建粵港澳專業服務業集聚區

■大賽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客提供了同台競技和
交流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
報道）作為繼港珠澳大橋、深中通
道之後，粵港澳大灣區又一跨海通
道工程，黃茅海跨海通道項目6日
在江門台山市黃茅海海上正式動
工。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關負責人表
示，該項目總投資近130億元人民
幣，通過東連港珠澳大橋，將改變
粵西沿海地區與灣區核心區域通道
單一的現狀。該通道預計2024年建
成通車後，將與港珠澳大橋、深中
通道、南沙大橋、虎門大橋共同組
成大灣區跨海跨江通道群。
據了解，黃茅海跨海通道全長約
31公里，設700米級超大斜拉橋2
座；其中黃茅海大橋擬採用鋼箱樑
三塔雙跨斜拉橋設計，跨徑 720
米，建成後將成為世界跨徑最大的
三塔斜拉公路橋。該項目位於珠江
口西部，起於珠海市高欄港區，東
連港珠澳大橋，西連新台高速並與
西部沿海高速相交，作為港珠澳大
橋西拓通道的重要組成，形成了連
通粵西地區的重要通道。

料2024年底建成
「該項目與西部沿海高速共同構
建江門市乃至粵西地區沿海經濟帶
的主通道，承接港珠澳大橋並將大
灣區經濟發展向粵西和沿海地區輻
射，有效解決了沿海地區與灣區經
濟發達城市一直以來通道單一的現

狀。」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關負責人
稱，黃茅海跨海通道項目建設對於
充分發揮港珠澳大橋的功能，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將
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
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關負責人表

示，目前黃茅海兩岸兩大經濟灣區
連接交通十分不便，車輛繞行崖門

大橋距離約70公里；黃茅海跨海通
道預計2024年12月建成後，珠海橫
琴自貿區、高欄港和江門大廣海灣
經濟區之間的直連距離只有39公
里，可節約里程45%，可大大改善
港口集疏運網絡和綜合交通運輸體
系，進一步發揮港澳及橫琴自貿區
對珠江西岸的輻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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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茅海跨海通道開工 東連港珠澳大橋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黃茅海跨海通道設計圖。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