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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設億元基金獎反恐防暴

迪士尼鄭州擬投30億建主題商業街

電網互聯佈局「一帶一路」
跨國配置清潔能源

白雲機場將1小時輻射珠三角
最新擴容規劃出爐 提升高鐵城際配套

穗推28公私合營PPP試點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州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步伐再提

速。記者獲悉，白雲機場最新控制性詳

細規劃出爐。根據規劃，機場總建築面

積將從現在的546萬平方米增加至逾

1,000萬平方米，幾乎翻倍。同時，還

將啟動交通、貨運、商務配套、機務維

修等方面13項重點項目的建設。規劃

提出，白雲機場將通過多條高鐵和城

際，可以實現1小時輻射珠三角（包括

香港在內），3小時輻射泛珠，即珠三

角中心城市旅客1小時內可抵達白雲機

場出港，泛珠城市則在3小時之內。

白雲國際機場新規劃
主要目標

一、面積擴容翻倍
建築面積從現有546萬平方米增加至1,002
萬平方米

二、升級四大功能
包括機場交通、整合貨運物流、航空維修及
零部件製造、增加商務配套

三、交通便捷化
建設輕軌，引入高鐵站，新增高速公路，新
建地鐵線，增1.2萬停車位

四、客流遞增計劃
2020年8,000萬，2030年達到億級

整理：記者敖敏輝

國台辦原副主任認受賄罪

規劃顯示，白雲國際機場建設定位為功能完
善、輻射全球的大型國際航空樞紐、國際

航空城、世界樞紐港的「中流砥柱」。為此，
實施規劃的第一步為機場的整體擴容。

面積幾近翻倍整合貨流物流
目前，白雲機場的總建築面積為546萬平方
米，而新規劃則將範圍擴大至白雲、花都兩區
的18個行政村，總建築面積增加至1,002萬平
方米，幾近翻倍。在具體機場佈局上，將重點

對新舊功能進行建設和升級，包括保障機場交
通、整合貨運與物流、集聚航空維修與飛機零
部件製造、增加機場配套服務等四大方面。
根據規劃，廣州近期將有13個重點項目支
撐白雲機場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涵蓋上述四
大功能。
其中，交通功能的重點項目是T2航站區擴

建工程、機場三期擴建工程以及穗莞深、廣
佛環、廣清城際，FBO商務航空服務基地。
航空貨運的重點項目包括聯邦快遞亞太轉

運中心、華南地區空陸聯運集散中心、超級
貨站、順豐速運項目。
商業商務配套功能包括航空會展、航空會

展商業商務配套、高增樞紐國際商務綜合配
套。
機務維修製造功能包括新科宇航廣州飛機

維修基地。
在先期軌道建設的基礎上，還將引入高鐵站

進入白雲機場。加上多條城軌、地鐵的軌道交
通，今後，從珠三角城市出發，1小時內可抵

達白雲機場，而泛珠地區城市，則3小時實
現。由於廣深港高鐵將先行開通，香港與白雲
機場之間，也將實現1小時內通達。

2020年客運量8千萬人次
機場輻射範圍擴大、時間縮短，意味着白雲
機場對周邊客流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
規劃稱，到2020年，白雲機場的客運量達

8,000萬人次，貨運量達250萬噸，至2030年
客運量過億人次，貨運量超500萬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22日報道，迪士
尼鄭州項目近日將開工的消息備受關注，該
項目於上月8日簽訂合同，將在鄭州市中牟
縣建設迪士尼行政運營中心、電子商務交易
中心、夢幻小鎮主題商業街、動漫培訓和動
漫創意工場主題親子度假村等，擬投資總額
30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悉，該項目的投資方為迪美國際文化投
資公司，擬投資總額30億元，預計截至今年

底累計進資額6億元。
據報道，此前因華特迪士尼公司明確否認

了在河南省有投資項目，讓剛被列入2017年
河南省重點項目名單的「華特．迪士尼鄭州
項目」處境很尷尬。中牟縣多個部門及鄭州
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多位工作人員均回覆
稱：「華特．迪士尼鄭州項目」並不是樂
園，但項目確實存在，與華特迪士尼的合作
也「肯定有」。

中牟縣政府網站透露，該項目的主要內容
涵蓋兩部分：從事迪士尼文化衍生品、動漫
和消費品授權業務以及電子商務零售業務等
消費品業務。包括迪士尼、皮克斯、漫威和
星球大戰4個品牌。此外，電子商務平台面
向迪士尼全球授權商定向銷售迪士尼產品，
當地媒體將該平台稱為迪士尼母嬰、兒童類
產品網絡交易基地。
鄭州市招商引資實施方案顯示，今年鄭州

市將引進境內外資金2,000億元，增長5%。
該市新簽約項目投資額達4,200億元，今年將
積極推進日本永旺大型購物中心項目、錦聯
商貿物流產業園項目、鄭東新區富士康研發
中心項目、經開區中大門O2O項目、新鄭市
華夏幸福產業新城項目等70個項目，並簽訂
正式合同。此外，該市今年將積極推進經開
區海馬汽車10萬台DCT自動變速器項目等
50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廣州市
政府近日印發《廣州市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試
點項目實施方案》，正式公佈28個公私合營的
PPP試點項目名單，總投資金額達到2,118 億元
（人民幣，下同），規模空前。
據了解，PPP項目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試
點」項目，即所有權歸政府，經營權歸企業。
在首批公佈的28個PPP試點項目名單中，鄰近
香港的南沙有6個項目上榜。其中，南沙新區商務
機場將引入20億元社會資本建設商務機場基礎設

施。南沙國際郵輪碼頭綜合體項目一期工程和南沙
國際郵輪碼頭工程也列入試點項目，總投資分別為
63億元和19億元。有專業人士認為，採用PPP模
式能很好地解決機場建設融資困難以及機場建成後
經營效率低等問題。

助穗成國際航運中心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林江建議稱，由

於廣州目前的短板在於缺乏管理經驗和國際接軌的
營商環境。在南沙這批項目上，如能以PPP模式引

進香港國際航運中心、郵輪
碼頭的先進管理模式、人
才，將有助廣州建設國際航
運中心。
此外，交通項目也在這批

項目中分量十足，包括南沙
港鐵路、廣州鐵路樞紐東北
貨車外繞線、廣佛江珠城
際。其中，總投資約497億
元的廣佛江珠城際最引人注
目。
據了解，在軌道交通線路
與站點綜合體對接方面，招
標的廣州北站綜合交通樞紐
項目下月動工，整個項目總
投資約61.3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22日，河南
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共
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原
副主任龔清概受賄一案。安陽市人民檢察院派員
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龔清概及其辯護人到庭參
加訴訟。
安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
被告人龔清概利用擔任福建省晉江市人民政府市
長、中共晉江市委書記、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
市長、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綜合實驗區工作委員會
書記兼管理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
單位或個人在徵用土地、調整規劃、獲得政府補
助金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親屬索
取、非法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
幣5,352.9186萬元人民幣。依法應以受賄罪追究
龔清概的刑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龔清概及其
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意見，龔
清概進行了最後陳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
報道）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
織22日在京發佈《全球能源互聯網
發展戰略白皮書》，書中有關跨國
跨洲電網互聯展望中首度披露中國
參與亞洲電網互聯路線圖，未來中
國將通過建設中國—南亞電網互聯
工程、中國—東南亞電網互聯工程
和中國—韓國—日本電網互聯工程
三大工程來構建亞洲超級電網。
重點佈局與「一帶一路」國家電網

的互聯互通，最終中國的電網將與巴
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印度、泰國、
老撾、柬埔寨、日本、韓國等國相
連，實現清潔能源的跨國配置。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經濟
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原冰在成果發
佈會上表示，目前，該組織已經完成
亞洲能源互聯網初步方案研究，並在
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電網的
互聯。下一步將繼續深入合作，推動
互聯工程的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位於南
疆反恐一線的新疆和田地區，日前出台《和田地區
群防群治組織反暴恐獎勵辦法（試行）》（以下簡
稱《辦法》），並設立億元（人民幣，下同）獎勵
反恐防暴基金。
《辦法》明確提出，對群防群治組織反暴恐的獎

勵，堅持以經濟獎勵為主、一案一獎的的原則。為
此，和田地區統一在財政局設立1億元群防群治組
織參與反暴恐獎勵基金。
據了解，群眾舉報涉暴恐違法犯罪線索的獎勵標
準從「舉報蒙面罩袍、年輕人留大鬍鬚，或其他
『民俗宗教化、宗教極端化』線索的，獎勵2,000
元」到「舉報暴恐分子欲在人員密集場所、黨政機
關、重點要害部位實施衝撞、砍殺、爆炸等行動
性、內幕性核心線索的，獎勵500萬—300萬
元。」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22日報道，遼寧省凌海
市山發民爆有限公司（錦州申瑞泰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凌海分公司）日前在銷毀炸藥過程中起火，引起
爆炸，致3人死亡、21人受傷。
遼寧省凌海市應急管理辦公室當日通報指，事
故發生後，凌海市啟動應急預案，現場得到有效
管控，傷者得到及時救治，無生命危險。事故原
因正在調查中。

遼寧爆炸事故釀3死21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共

享單車的出現，在改變人們「最後一公里」出
行方式的同時，也給競爭行業帶來極大衝擊。
近日，記者在廣州部分高校、地鐵口、景區等
共享單車雲集之地走訪發現，使用共享單車的
人多了，租、買傳統單車和搭「摩的」（電單
車的士）的人少了。此外，不少公園景區及周
邊單車租賃車行檔口減少，不少店主打「價格
戰」，開始站街「攬客」。
位於番禺大學城內環東路附近的單車檔，
因共享單車入駐後，收入一日一日大幅「縮
水」。檔口老闆王先生表示，如今周末人多
時，一天車輛租金最多100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工作日那幾天幾乎可以關店去
玩。據悉，一年前的周末旺季時，單車檔每
日租金收入有五六百元。
不遠處的貝崗村大街，還有三家單車檔

口。中間檔口的程老闆說，以前生意好做，
一天能租出一二十輛、賣掉三四輛。現在學
生都不進店門了。
生意慘淡，考慮是否另謀生計的，還有聚
集在地鐵口周邊的大批「摩的」司機。
在大石和漢溪長隆都曾載客的江西「摩

的」司機王先生說，去年過年前生意就開始
劇減。今年過完年，許多湖南、廣西的兄弟
出來跑了兩天都沒來了，並開始四處打聽，

另謀出路。還在堅守的王先生透露，如今，
漢溪長隆雙地鐵人流增多，可是加起來都沒
租出10輛。據了解，共享單車在此處佈點
後，附近兩三公里的市民開始選擇騎車出
行，相應地搭「摩的」的乘客也明顯減少。
王先生回憶，去年10月後，坐車的市民少
了近半。原先生意好的時候，跑個兩百塊錢一
天也不是很累，現在徘徊在兩個出口，都難等
到乘客。前幾日上午10點出來蹲守到下午四
點，只出車跑了兩趟，收入20元。
在廣州景區，有許多市民周末出遊，但不少
單車出租店開始淘汰單人車租賃服務，而單車
租賃檔口也明顯減少。

據了解，廣州到白雲湖公園、海珠濕地公
園等都暫停了原有的單車租賃服務，更有森
林公園周邊單車租賃商戶打起「價格戰」，
上演街頭拉客大戰。
上周末，記者在大夫山森林公園北門租車

騎行時發現，往常叫價20元一輛的單人車，
如今普遍叫價10元至15元，更有品質尚佳的
山地單車，以往40元至50元高價，如今20
元騎走也屢見不鮮。相反，越來越多共享單
車開始出現在景區。
有人歡喜有人愁。如今主營雙人車、子母

車，以及山地單車業務的檔口更開設了「鹽
焗雞」零食業務。夥計小陳說，檔口從原來
的100多家，下降到80多家。自共享單車去
年尾入駐番禺，現已有20%的檔主撤離單車
租賃街。

共享模式興 穗傳統單車租賃衰

■■白雲機場將增加白雲機場將增加
及升級航空維修配及升級航空維修配
套服務套服務。。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2020年，
白雲機場預
計旅客吞吐
量 突 破
8,000 萬
人。圖為旅
客在白雲機
場出港。
記者敖敏輝

攝

■廣州推出的PPP試點項目，包括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圖為南沙
海港集裝箱碼頭。 記者盧靜怡攝

■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成果發佈會現場。 記者羅洪嘯攝

■國台辦原副主任龔清概的庭審現場。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