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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敲定科學中心建設「施工圖」
圍繞 6 方面 54 項工作 擬明年基本形成框架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中共中央國


&

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
見》明確提出，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
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

用。備受關注的深圳市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 2021 年工
作要點、深圳光明科學城總體發展規劃日前獲審議通過。2021 年，深圳
將圍繞建設國家科學中心重點做好 6 個方面、54 項具體工作，力爭到

●深圳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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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基本形成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框架體系。

近三年推進科學中心建設的重點工作，
包括提出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打造中試驗證
基地、培育科研院所和高校、構建協同
創新網絡、營造科技創新環境等 6 大項工
作、25 項具體任務，梯次化布局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省實驗室、研究型機構和
高水平大學等 27 個重大項目，構建起深
圳科學中心建設「施工圖」「項目
表」，力爭到 2022 年基本形成科學中心
先行啟動區框架體系，科學中心的主陣
地作用初步顯現。

國家級高新企業破 1.85 萬家
據悉，2021 年，深圳將圍繞科學中心重
大方案和規劃出台、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

群建設、科技支撐服務平台布局、核心技
術和關鍵裝備研發、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建設、創新政策落地實施等六個方面，重
點做好 54 項具體工作，爭取推動重大設施
平台盡快進入科研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 過去一年，深
圳全面啟動科學中心建設各項工作，包括
加快建設深圳灣實驗室、人工智能與數字
經濟廣東省實驗室註冊成立、第三代半導
體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和國家高性能醫療器
械創新中心獲批；全市創新載體累計達到
2,693 家，其中國家級 129 家；國家級高新
技術企業突破 1.85 萬家，排名全國第二。
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副主任鍾海接受媒
體訪問時表示，深圳要加強基礎研究，不
僅要把成果轉化好，還要把成果產出好；
不僅要保持深圳的產業發達、技術創新活
躍的優勢，還要回溯加強基礎研究，以此

來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
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的創新生
態鏈。

光明科學城將成國際科創中心重要引擎
深圳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核心承
載區光明科學城的建設被視為破題的關

澳門輕軌橫琴線下月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口岸，
珠海橫琴口岸設計年通關量達 8,000
萬人次，超過目前全國最大的陸路
口岸「拱北口岸」的設計標準。香
港文匯報記者 23 日從橫琴口岸有關
部門獲悉，該口岸規劃預留接口與
澳門輕軌延長線銜接，擬接駁珠機
城際，連通廣珠城際等線路，將首
度實現澳門便捷對接內地鐵路網。
而澳門方面也規劃投資約 35 億澳門
元推動澳門輕軌橫琴線的建設，將
於下月動工，加快融入大灣區「一
小時生活圈」。

投資 35 億澳門元
據了解，澳門輕軌橫琴線工程屬珠
澳兩地跨境建設項目，澳門特區政府
將透過區域合作方式，委託南光（集
團）有限公司代建，土建工程總投資
約 35 億澳門元。該項目將於今年 3 月
開工，爭取 4 年內建成試營運。據最
新規劃，澳門輕軌橫琴線全長約2.2公
里，將以河底隧道方式穿過十字門水

●澳門輕軌橫琴線將3月開建，與珠機城際、廣珠城際銜接，圖為旅客抵達廣珠
城際珠海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道進入橫琴，擬在橫琴口岸地庫下層
設「HE2 站」。該項目將促進珠澳交
通互聯互通，實現澳門與內地城市及
軌道的便捷對接。
目前珠機城際一期（珠海站至珠海
長隆段）已開通運營，其中在橫琴口
岸設橫琴站。據悉，該口岸已預留對

接澳門輕軌延長線的接口，擬與珠機
城際相銜接。而珠機城際除了銜接廣
珠城際從而連通內地鐵路網外，目前
還加快建設二期（長隆至珠海機場
段）工程，預計 2023 年建成通車，屆
時澳門居民往返珠海機場亦將更加便
捷。

新皇崗口岸將連 2 條地鐵 3 條城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23 日從深圳福田區了解到，深圳新皇
崗口岸未來將引入 2 條地鐵、3 條城
軌，即現有的深圳地鐵 7 號線、規劃
的深圳地鐵 20 號線、深廣中軸城際
線、穗莞深城際線，並預留港鐵北環
線支線接入條件，打造立體綜合交通
樞紐。
按照深圳市口岸辦公室的工作計
劃，2021 年，深圳將結合皇崗口岸
「一地兩檢」安排，研究推動「合
作查驗、一次放行」等查驗模式創
新；同時加快推進皇崗口岸重建，
深化方案設計；盡快啟動皇崗口岸
聯檢樓施工建設；加快推進綜合業

務樓建設，完成樁基工程，以及根
據通關需要做好臨時旅檢場地通關
運行準備。
皇崗口岸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實行
24 小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位於
深圳市福田區南端，與香港新界落
馬洲隔河相望，口岸南面的皇崗－
落馬洲大橋橫跨深圳河連接深港兩
地。

定位「一地兩檢」純旅檢口岸
皇崗口岸重建項目于 2020 年 4 月完
成臨時旅檢大樓竣工驗收；5 月完成
老口岸旅檢區的搬遷安置談判工作；6
月 23 日，臨時旅檢開通，舊口岸旅檢

區開始拆除，新口岸綜合業務樓開工
建設。
目前，新口岸聯檢大樓已完成與港
方的設計要點對接，正在進行最後的
設計方案深化。在設計方面，新皇崗
口岸充分尊重區位規劃，通過多層次
的綠色集散廣場、生態通廊、景觀綠
軸、屋頂觀景平台系列公共空間，串
聯福田口岸、新皇崗口岸，塑造城市
生態連廊。
新口岸旅檢大樓將於 2022 年底建
成，未來，皇崗口岸將定位為「一地
兩檢」純旅檢口岸，取消貨檢功能，
釋放土地約 50 萬平方米，用於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方區域開發。

贛深高鐵河源段箱樑架設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 23 日從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到，贛深高鐵河源段箱樑架設全部完
成。這標誌着這一粵港澳大灣區互聯
互通軌道交通重點項目取得突破性進
展，為年底全線建成通車奠定堅實基

礎。
據中鐵二十五局現場負責人何波良
介紹，隨着箱樑架設全部完成，鐵路
施工將全面進入橋面與無砟軌道施工
階段，預計將在今年底前實現全線建
成通車。

贛深高鐵是中國「八縱八橫」高速
鐵路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
重要組成部分，線路貫穿江西、廣東
兩省的贛州、河源、惠州、東莞、深
圳五市，設計最高時速為 350 公里，
助力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

鍵。《深圳光明科學城總體發展規劃
（2020-2035年）》也獲審議通過，光明科
學城將力爭到 2022 年初步完成世界一流科
學城布局，到 2035 年建成並投入運行一批
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率先建立起一整
套適應高質量發展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
制度規則體系，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引擎。
據悉，2020 年，光明科學城建設項目共
28 個，總投資近 110 億元人民幣，包括國
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二期等在內的多個國
家級科技創新平台持續落地。 未來五年，
光明科學城在建和運營大科學裝置將達到7
個以上。

山東金礦事故 45 人被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23 日從
山東省有關部門獲悉，山東五彩龍投資有限
公司棲霞市笏山金礦「1．10」重大爆炸事故
調查報告已經該省委、省政府研究審定。經
事故調查組認定，該事故是一起由於企業違
規存放使用民用爆炸物品和井口違規動火作
業引發的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45 人被追
責問責。
經調查認定，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企業
井下違規混存導爆管雷管、導爆索和炸藥，
井口違規動火作業，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建
設項目外包管理混亂，涉事企業落實安全生
產主體責任缺失；相關部門落實安全監管責
任、地方黨委政府落實屬地管理責任不到
位。

涉事公司和棲霞市均構成遲報瞞報
調查同時認定，山東五彩龍投資有限公司
和棲霞市均構成遲報瞞報。
根據事故原因調查和事故責任認定，依規

依紀依法對 45 名相關責任人員追責問責。對
山東五彩龍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賈巧遇
等 15 名企業相關責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浙江其峰礦山工程有限公司駐棲霞項目
部 1 名負責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
責任。

時任棲霞書記市長被立案偵查
山東五彩龍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賈巧
遇和時任中共棲霞市委書記姚秀霞，市委副
書記、市長朱濤，因負有遲報瞞報事故責
任，目前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中共煙台
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等 28 名公職人員給
予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
2021 年 1 月 10 日 13 時 13 分許，山東五彩
龍投資有限公司棲霞市笏山金礦在基建施工
過程中，迴風井發生爆炸事故，造成 22 人被
困。經全力救援，11 人獲救，10 人死亡，1
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 6,847.33 萬元人民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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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造型借鑒自國博館藏的系列青銅
「尊」造型，以體現穩重大方之感。
容器整體外部造型高 38.44cm，象徵地
球與月亮間的平均間距 384,400km，整體
外部造型寬 22.89cm，象徵嫦娥五號自發
射到返回的任務時長22.89 天，從時空兩個
緯度展現中國探月領先地位。內部造型由
地球、中國地圖、月球、月壤等組成，月
壤儲存在中心部位的空心夾層球體造型之
中，通過填滿在其中的月壤，得以呈現形
似月球的造型特徵。下部地球造型磨砂透
光，其上中國地圖造型透光突出，象徵華
夏大地對月亮的長久情意。
值得一提的是，容器內設計了地球與月
球間相隔9.9cm，取意古人所描繪的「天有
九霄」，寓意中國探月突破極限、跨越
「九重」。

樣品有三類用途
據介紹，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
五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安全着陸，首次
實現了中國地外天體採樣返回，這也是人
類時隔 44 年拿到新的月球樣品。國家航天

局副局長、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吳艷華曾表
示，嫦娥五號帶回的月球樣品有三類用
途：最主要的目的是進行科學研究；有一
部分樣品將入藏國家博物館，向公眾展
示，進行科普教育；一般依據國際合作公
約和多邊雙邊合作協議，將發布月球樣品
和數據管理辦法，與有關國家和世界的科
學家共享，也有一部分按照國際慣例，
可能作為國禮相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圖：國家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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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
心建設領導小組會議，部署了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