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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羅湖、文錦渡、
蓮塘三大口岸正在打造跨境消費
商圈，未來或聯動周邊的人民南
和深南東片區城市更新，形成口
岸經濟帶。羅湖區正在推動「一
河六圈一帶」的全域消費產業規
劃，當中包括由上述三個口岸串
聯形成的口岸經濟帶。羅湖區經
濟促進局局長、新聞發言人周建
軍透露，文錦渡口岸有望率先推
動，目前正在對接香港研究機構
和知名港企進行概念設計，涉及
面積約84公頃。

深三大口岸建跨境消費圈
文錦渡擬先推 正與對接港企進行概念設計

深圳三口岸經濟帶

■片區總面積：3.5平方公里

■每年通關人次：約1億人次

■每年通關車次：超過850萬

一河六圈一帶
■一河：布吉河黃金休閒水岸帶

■六圈：笋崗—清水河商圈、蔡屋圍商圈

水貝—布心商圈、東門商圈、湖

貝商圈

人民南—火車站商圈

■一帶：口岸經濟帶

破單一口岸局限 深港合作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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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行政學院副院長譚
剛表示，深港合作發展歷

程中，口岸是很重要的內容，比如產業合作、跨
境基礎設施建設、政府之間合作。羅湖提出的口
岸經濟帶，打破了單一口岸合作的局限，使得口
岸借助聯通形成更大的空間，樞紐的作用進一步
發揮，可說是對過去深港合作涉及口岸問題的一
個自然的延伸和繼承，也體現了一定的創新。

他指出，在打造跨境消費商圈方面，羅湖有一

定的基礎。
深圳的發展起步於羅湖，港人北上消費最早就

是從羅湖口岸開始，形成了羅湖特殊的跨境消費
現象。當前深港合作開發河套地區，靠近河套片
區的口岸商圈或將成為亮點。

不過，他認為未來必須考慮兩大問題，一是選
擇什麼類型和業態的消費，二是羅湖現有的基礎
設施，例如交通和停車位能否支撐消費商圈的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道

據了解，目前羅湖區正
在爭取國家和省市支持，

申報創建「消費型經濟改革試驗區」，推進
消費改革相關政策研究已獲國家發改委和商
務部相關司局的肯定和支持。

周建軍稱，羅湖區正在就此推進5大重點
探索，包括提高國際消費便利化，積極爭取
國家擴圍雙邊免簽證國家，加強國內不同口
岸和城市出入境信息共享，進一步簡化人員

和貨物出入境管理；爭取在羅湖先行試點對
遊學、醫療、美容、慶典、老齡等特殊遊客
和人群提供入境簽證便利化措施。

在推動國家有關部門加快完善有利於促進
消費的稅收政策方面，重點結合消費升級和
吸引國際消費研究推進消費稅改革，擴大國
際遊客退稅試點地區並進一步簡化退稅程
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道

羅湖擬擴遊客退稅試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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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正在推動建設羅湖—文錦渡—蓮塘口岸經濟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羅湖推出羅湖推出「「全域消費全域消費」」
地圖地圖：：一河六圈一帶一河六圈一帶。。

粵港澳醫委會成立 獻智灣區健康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前海
正在迎來城際軌道交通時代。10日，隨着「鋼盾
號」盾構機從荔灣站破土而出，深圳地鐵5號線南
延線全線盾構區間順利貫通。作為串聯前海蛇口自
貿新城的重要地鐵線路，工程為前海高強度開發提
供了支持，建成後將有效改善片區交通出行條件，
優化片區交通格局，加速自貿新城與深圳市各組團
間的溝通交流，帶動沿線經濟發展，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交通完善。

計劃2019年底竣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由深圳地鐵集團負責

建設，中國電建負責施工的地鐵5號線南延線工
程是深圳地鐵三期工程二階段的重要組成，線路
起於南山區赤灣站，終於前海區桂灣站，自北向
南貫穿前海新區，全長7.65km，共設站7座，換
乘站3座。總投資近70億元人民幣，計劃2019
年底竣工。

地質複雜增工程難度
據中國電建深圳地鐵5號線南延線工程部主任
洪源介紹，前海區處在填海區，地下有大量的淤
泥和填石層，存在全斷面砂層、黏土層、上軟下
硬複合地層、基岩凸起，地質條件極其複雜，盾

構施工難度極大。
且前海片區正處於「大建設」時代，施工相

互干擾大，周邊環境十分複雜，內外協調難度極
大。
在大層面上，深圳地鐵5號線南延線存在地質

條件複雜；在個體上，各盾構區間均存在不同情
況的「攔路虎」，大幅增加了施工難度。
為積極推進科技進步與創新，該項目在施工
過程中，採用了風管工廠化加工、應用BIM技
術進行深化設計和指導施工、冷水機房各系統
管路裝配化施工等多種新技術。
此外，通過BIM與VR設備的結合，使施工

人員或管理人員能夠置身於虛擬現實的場景之
中，令設計圖紙及施工深化設計的審核能夠多
角度全方位立體化地進行。

深鐵5號線南延線盾構區間貫通

■深圳地鐵5號線南延線全線盾構區間10日順
利貫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10
日，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醫藥衛生大健康
委員會（下稱醫委會）在廣州正式成立。粵港
澳三地摩拳擦掌，積極拿出建設「健康中國」
的醫藥產業方案。據悉，醫委會通過民間交流
合作方式，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關注民眾跨區域就醫福祉，優
化健康服務，為構建大灣區「健康促進共同
體」，提供醫藥衛生與大健康產業的積極方
案。是日，粵港澳三地業界人士、專家學者、
醫藥及健康企業家代表、行業領袖300多人參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廣東省政協原副主
席、省宋慶齡基金會主席唐豪，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前醫管局主席胡定旭，香港特區政府
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香港中聯辦協調
部副部長宋瑋，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部長萬

速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副局長郭昌
宇等出席成立大會。
廣東省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原黨組成員王

國紅致辭表示，如何發揮三地各自的優勢，形
成優勢互補、錯位發展，打造規模產業區域，
是醫藥衛生與大健康產業探索的重點。

高永文發揮餘熱很開心
王國紅續說，醫委會的成立，意味着三地業
界人士將圍繞醫藥、健康、衛生產業發展，如
何打通交流平台，在新思路和新方向的指引
下，率先探索三地醫藥產業與內地的深度融
合。王國紅透露，接下來廣東將積極攜手港
澳，發揮自身的資源和地理優勢，尋求更多機
遇，在政策上收集更多資料，為三地搭建多種
形式的互利互惠交流合作平台，最終形成與其
他城市差異化發展的特色優勢。

高永文致辭時稱，雖然自己離開原來的工作
崗位，但還能有機會為三地的醫藥健康產業發
展，發揮餘熱是一件特別開心的事情。
高永文回憶說，此前在工作崗位上，曾組成

香港14人的職業的醫療團隊赴廣州番禺祈福醫
院門診部坐診。能夠擁有這個短期執業資格，
雖然交流規模不大，卻是兩地合作的寶貴經
驗。能夠讓在不同語境、制度下的職業醫生，
一起合作為患者做診療，不僅能夠為兩地交流
在行業合作方面做探索，也能夠為兩地的專業
人才培訓提供更廣闊的平台。
高永文續指，醫療衛生健康是優質生活圈構

建的基石，如何確保一個全民醫療的覆蓋網
絡，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鼓勵香港的民營、
私營醫療服務來粵發展，同時滿足市民對高端
醫療的服務需求，成為三地行業人士的奮鬥方
向。

■高永文指，醫療衛生健康是優質生活圈構建的基
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10日從四川
省政府辦公廳獲悉，《「8．8」九寨溝地震災後恢
復重建5個專項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已於日前正式印發。該《方案》計劃以「8．8」九
寨溝地震的烈度7度以上區域為重點進行恢復重
建，並分別給出了九寨溝地震災區生態環境修復保
護、地質災害防治、景區恢復提升和產業發展、基
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重建以及城鄉住房恢復重建的時
間表和路線圖。

《方案》指出，九寨溝地震災區生態環境修復保
護要以世界自然遺產地、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
為重點，堅持自然恢復為主。
計劃到2020年，災區基本完成生態環境修復保

護任務。
《方案》指出，九寨溝地震災區地質災害防治方

面計劃總投資19.53億元（人民幣，下同），用於
當地地質災害調查評價、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地質
災害綜合治理工程治理等。預計所有項目完成後，

九寨溝、松潘、若爾蓋和平武四縣可同步完成地質
災害應急排查評估，558處地質災害隱患點實現實
時監測。

力爭明年底完成住房重建
《方案》將九寨溝景區分為生態保護區、封閉保

育區和開放遊覽區共3個功能區。生態保護區禁止
遊人進入；封閉保育區，根據保護與修復的具體情
況逐年減小面積；開放遊覽區則根據保護與修復的

具體情況逐年增加面積。
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重建方面，《方案》計劃

用3年時間使災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全面恢
復並超過震前水平，至2020年建成公路121.5公
里，成都至蘭州（黃勝關）鐵路建成運營。在城鄉
住房重建方面，《方案》計劃投資2.02億元，力爭
2018年12月底完成災區城鄉住房恢復重建工作，
讓災區群眾住上安全可靠、經濟適用、功能齊全的
住房。

九寨地震重建方案出爐 擬3年完成生態修復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克羅地
亞前大使吳正龍10日在《北京日
報》撰文稱，當前中國與東盟國
家特別是聲索國關係更成熟和務
實，中國掌握了南海事態發展的
主動權。
文章分析指，2010年7月，
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
頓在河內發表講話，鼓吹美國
「戰略重心東移」，挑撥離間
中國與南海聲索國關係。這讓
有些國家誤以為可以借重美國
等域外國家力量，將南海爭端
國際化，以迫使中國接受其聲
索立場。南海地區頓時風高浪
急，緊張局勢不斷升溫。而中
國保持戰略定力，展開有理有
節有據的鬥爭。經過幾個回合
較量，南海問題解決，逐步回
歸談判協商的正確軌道。南海
地區形勢之所以出現降溫趨
穩，主要是四重因素驅動的結
果：南海爭端不應成為干擾各
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攔路
虎」；由當事雙方通過談判協
商是解決南海爭端唯一有效途
徑；解決南海爭端需要水到渠
成；中國堅持親誠惠容的周邊
外交理念，廣結善緣，在東南
亞「朋友圈」越來越廣、越交
越深，為南海爭端回歸談判協
商解決的軌道發揮了主導作
用。
文章最後說，不打不相識。

南海波瀾進一步夯實了南海和
平、穩定、合作的基礎。特朗
普日前訪問越南時毛遂自薦，
提出要為南海爭端提供「斡
旋」，但是此言一出便石沉大
海，並沒有引發越方任何回
應。相反，習近平主席訪問越
南時，雙方就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達成重要共識。此外，杜特
爾特上月中向中方承諾，菲律
賓將按照雙方達成的共識，通
過雙邊渠道，妥善處理好海上
問題。正反兩方面例子都說
明，當前中國與東盟國家特別
是聲索國關係更成熟和務實，
中國掌握了南海事態發展的主
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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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軍在深圳羅湖區舉行的雙周發佈會上表
示，希望通過打造全新的消費載體吸引境

內外和本地消費者，爭取國家支持，在區域內探
索跨境消費業態比如入境免稅、離境退稅，以及
海外遊客的居住、辦公和本地化消費的體制機制
和創新。

三口岸年通關1億人次
周建軍表示，口岸經濟帶是今年羅湖區委區政
府提出的重點攻堅任務，羅湖口岸、文錦渡口
岸、蓮塘口岸三個口岸沿線，面積約3.5平方公
里，其中羅湖口岸與文錦渡口岸距離1.7公里，

文錦渡口岸蓮塘口岸3.3公里。從理論研究來
說，消費最優步行距離是3公里左右，在這三個
口岸之間逛街，是消費者舒適的步行距離之內。
蓮塘口岸明年通關後，三個關口每年通關人次將
是1億人次，通關車次是超過850萬次。從既有
的連通性來看，具備沿深圳河打造新消費區域的
可行性和技術條件。
他指出，有研究表明，全球四分之一到三分
之一左右的高端消費都發生在路上，可能是碼
頭、機場或者口岸。口岸經濟帶存在着巨大的
消費流，希望利用三個口岸幾乎佔全市陸路口
岸一半的優勢，推動以跨境消費為主的消費業

態發展。

文錦渡概念設計分4區域
周建軍表示，目前經濟帶主打的是文錦渡口

岸。他稱，明年蓮塘口岸開通後，主要貨運功能
將轉移到蓮塘口岸，文錦渡口岸既有的空間會釋
放出來，可以對土地的空間有前期的設計。目前
正在對接香港研究機構和知名港企，對這個片區
進行概念設計。
初步構思對84公頃左右的面積，在功能上劃
分為四個區域，包括娛樂體驗區、藝術創意區、
科技生態區和口岸新經濟區，植入兩地優質企

業。
此外，三個口岸的周邊、口岸經濟帶的沿線，
存在兩地之間的八塊過境土地，即「飛地」，共
有9公頃，其中文錦渡口岸有一塊8,000多平方
米的土地，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羅湖口岸經濟帶具備跟香港聯合打造合作新載

體的空間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