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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8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

習近平：讓人民獲得感更充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月10日至13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來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
自治州、成都市等地，考察脫貧攻堅和經濟社會
發展工作，在汶川考察災後恢復重建發展情況，
給各族幹部群眾送去黨中央的親切關懷。習近平
指出，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
育，並且要認真貫徹落實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重
大決策部署。

須常懷憂民惠民之心
13 日上午，習近平聽取了四川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匯報，對四川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肯
定。

習近平強調，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
高品質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中國發
展的戰略目標。要夯實實體經濟，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強化創新驅動，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
展，優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佈局。要抓好生
態文明建設，讓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美麗
城鎮和美麗鄉村交相輝映、美麗山川和美麗人居
有機融合。要增強改革動力，形成產業結構優
化、創新活力旺盛、區域佈局協調、城鄉發展融
合、生態環境優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發展新格
局。
習近平指出，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常懷憂民、愛民、惠民之心，採取針對性
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
舉措，解決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問

題，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
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嚴格執行黨內政治準則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九大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
突出位置，這是有深遠考慮的，也是有充分理論
和實踐依據的。要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
導，增強「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
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
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照辦、黨中央禁止的堅
決杜絕。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精
神，帶頭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
憲法、運用憲法。要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
生活若干準則，全面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
在汶川縣映秀鎮考察時，同小朋友打招呼。
新華社
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港珠澳橋「三地三檢」右側通行
珠澳「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24小時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港珠

三個口岸停車布局

澳大橋管理局 13 日透露，目前已明確

香港口岸

五類車輛可上橋通行，實行 24 小時通

■大橋主體工程設置1處主線收費
站，收費站雙方向共設置20條收費
車道。
車道
。
大公報

內地右側通行規則。而大橋將採取「三
地三檢」通關模式，其中珠澳之間採取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創新模式。

■私家車停車位將不少於650個。

對此，有關部門人士稱，該創新模式視

澳門口岸

乎條件成熟預料將擴展到珠港之間，乃
至粵港澳其他通關口岸。大橋管理局行
政總監韋慶東說，具體通關政策擬春節

■東停車場（入境）小汽車位3,759個（含無障礙
車位40個，汽車充電位9個）；
■西停車場（出境）小汽車位3,105個，電單車位
2,054 個 （ 含 無 障 礙 車 位 36 個 ， 充 電 車 位 5
個）。

珠海口岸

■地下一層設社會車輛停車位1,361個，含32個殘
疾人車位，並預留軌道。
公交巴士區域：設上客位 9 個、專線巴士上客位 6
個、維修車位1個、公交巴士蓄車位21個；
長途巴士區域：設停車位31個、發車位21個，長途
車站1,957平方米；
旅遊巴士區域：設停車位30個、發車位38個，集散
中心場地198平方米；
出租車區域：設上客位18個、蓄車區長度752米。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披露，大橋將採取「三地
三檢」通關模式，三地口岸由三地政府各

自負責設立和管理，均位於各自屬地內。三地
口岸將自開放通行之日起，實行24小時通關。

人民幣繳費 設電子支付
管理局還透露，目前明確可以繳費上橋通行
的車輛，主要有粵港兩地車牌車輛、港澳兩地
車牌車輛、港籍單牌車輛（擁有澳門配額）、
辦理一次性配額申請的車輛，以及粵港澳三地
政府商議可經港珠澳大橋的其他車輛。其中
「一次性配額」，是指非兩地車牌車輛，可以
通過辦理私家車一次性配額申請，憑私家車一
次性配額許可證和批准信，以及一次性臨時來
往粵港小汽車及駕駛人出入境批准通知書、臨
時入境機動車號牌、行駛證等向營辦商領取臨
時電子不停車收費通行卡。
大橋管理局表示，根據工程設計，港珠澳大
橋上採用內地右側通行規則，車輛到達香港或
澳門口岸後完成左右側交通轉換。大橋主體工
程設計通行時速為100公里，設置1處主線收費
站。收費站雙方向共設置20 條收費車道，均支
持 電 子 不 停 車 收 費 （ETC） 和 人 工 收 費
（MTC）方式。大橋ETC收費系統將同步支持

國標 ETC 卡用戶和香港快易通電子標籤的用
戶，方便粵港澳三地用戶使用電子不停車收費
車道。
此外，港珠澳大橋收費站現金收費為人民
幣，非現金結算以人民幣計價。為兼顧港澳地
區居民的支付習慣，對於人工車道未攜帶人民
幣的客戶，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將開通銀行卡、
支付寶、微信等非現金電子支付方式。

合作查驗料將逐步推廣
按照集約、專業、高效的原則，內地與澳門
出入境部門將在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上
在線共享一套一體化自助查驗設備，雙方各有
特定的查驗區。
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雙方透過系統對過關
當事人之證件數據、指紋及面相生物信息作適
當共享，但雙方仍保持既有的驗證操作和查驗
系統的獨立性。
據了解，目前珠海與澳門口岸之間正致力在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入境查驗，出境
監控」查驗模式、現場電子監控設備共享共
用、電子口岸和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等方面
取得新的突破，逐步實現「信息互換、監管互
認、執法互助」的大通關目標。

三百配額供港私家車赴澳

後陸續對外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
港特區政府運輸署13日公佈經港珠澳
大橋往來香港與澳門的跨境私家車的
安排。其中，供香港私家車使用的常
規配額共有 300 個，澳門的私家車配
額共600個。
根據運輸署公佈的資料，持有效配
額的香港私家車可以經大橋進出澳門
市內，不限次數，有關安排類似現在
粵港兩地牌跨境私家車。運輸署共會
向香港私家車發放 300 個常規配額，
分為公司配額及個人配額兩類，每類
配額各有150個，有效期為3年。
公司配額供在港澳兩地均有註冊的
公司，或在澳門有關聯公司的香港註
冊公司申請；個人配額則供在澳門從
事受薪工作或開設公司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申請。
香港運輸署發言人表示，常規配額
的申請資格方面，公司及個人兩個類
別均不設最低投資、入息或納稅金額
的要求，中小企和一般在澳門工作的
香港人均可以申請。配額有效期屆滿
後會重新接受申請。

外媒：過春節成主流 消費潮惠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 狗年將至，全球媒體在不吝筆
墨報道春節慶祝活動的同時，也對有消費盛宴之
稱的「春節經濟」給予了高度關注。境外媒體
稱，春節不僅會在中國國內掀起一場消費熱潮，
也會對全球的零售業、餐飲業和旅遊業起到提振
作用。
據《亞洲時報》在線網站報道，隨着春節的臨
近，中國零售商、餐館和旅遊熱門目的地都在摩
拳擦掌，準備大賺一筆。據中國商務部預測，今
年春節假期期間，中國零售和餐飲企業的銷售額
有望達到 9,000 億元人民幣以上，同比增長 10%
左右；中國國內旅遊市場將達3.85億人次，同比

增長12%。「生活方式的改變正在影響中國消費
者的行為和習慣，」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中國區
總經理韋劭說。

巧遇情人節 春節重視度不減
尼爾森近日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中
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穩步增長至112點，較2016年
提高6個點。消費者信心指數的增長，給中國遊
客青睞的海外旅遊市場帶來了福音。報道稱，目
前的數據顯示，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尼、越南、菲律賓和泰國是中國人在春節假期最
熱衷前往的七大旅遊目的地。另外，歐洲也是熱

門地區，尤其對中國富裕階層更具吸引力。事實
上，鑑於春節正在成為國際性節日，「春節經
濟」的影響力已遍及全球。
加拿大溫哥華當地媒體《溫哥華商業》早前報
道稱，在聖誕後的消費低迷期，溫哥華當地越來
越多的零售商和餐飲商將春節視為提振消費的一
大機遇。當地一家大型商場的公共關係經理喬伊
亦表示，據以往經驗，春節期間光顧商場的顧客
是非假期的三倍，遊客數量增加明顯。而遊客
中，中國籍遊客或來自其他國家的華裔遊客佔比
最高。即使在今年春節和情人節假期重合的情況 ■新春將至，「春節經濟」引關注。圖為11日，美國
三藩市唐人街，一名女子在年宵花市上購物。 新華社
下，溫哥華商戶也並沒有減少對春節的重視。

李克強：惡意欠薪要打入「黑名單」

英艦將過南海 華戒勿無風起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報
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2 日去
到吉林省白城市鎮賚縣長途汽車
站，在售票窗口詳細詢問每天客流
量多少、與往年有何變化，考察當
地人口流入流出情況。在候車大
廳，總理看望返鄉外出務工人員。
他說，我們中國人最重視春節，路
途再遠也要回家；天氣再冷，回家
的感覺最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英國國防部長韋廉信透
露，英國戰艦下個月將從澳洲啟航，經由南海回返英
國，妄稱要捍衛「自由航行」的權利。對此，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當前南海明明風平
浪靜，有人偏偏無風起浪，真實目的昭然若揭。
《澳洲人報》13日報道，韋廉信說，英國護衛艦「薩
瑟蘭號」將於本周較晚時抵達澳洲，「它將（在回返英
國途中）駛經南海，明確展示英國海軍有權這麼做。」
耿爽表示，中方一貫尊重各國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
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有關國家打着航行飛越
自由的旗號，威脅和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沿海國的主權
和安全利益。當前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不存在任何問
題。南海明明風平浪靜，有人偏偏無風起浪，有關人士
將所謂的「航行自由」行動，與推銷自家的武器掛鉤，
其真實的目的昭然若揭。

責令政府保群眾過安心年
李克強當日在長途汽車站，還接連
詢問數位返鄉打工者是否足額拿到工
資。「你在哪裡打工？工資拿到了

嗎？」總理說，對惡意欠薪的「黑心
者」要堅決打入「黑名單」。
13日，李克強繼續在吉林考察。在
白城市鎮賚縣棚戶區，當了解到這戶
人家一家四口人月收入只有 1,500 元
人民幣，擔心糧價漲在家囤了不少
糧，難得買肉即使買也專挑肥的買，
老人有病硬扛着醫保卡一次也沒用過
的情況時，總理當即要求隨行有關部
門負責人立即進行一次全面篩查：不
光是解決這一家人的問題，而是要幫
助解決一批類似的問題，切實落實好
各項保障兜底措施，特別針對有特殊
困難的家庭啟動臨時救助機制。首先
確保他們過上一個安心年。

留守童乘包機與父母相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春節期間，萬
家團圓的時候，一些清潔、公路養護、餐飲、快遞等基礎
保障行業工種外來工依然堅持在崗。為了讓這些服務廣東
的外來工也能夠與家人共度春節，13 日，廣東包機將 49
名外來工子女接到廣州，讓孩子們與堅守在崗位上父母一
起享受團年飯。圖為從事餐飲的張秀清（中）和三個孩子
在廣州團聚。

香 港 文 匯 報 海 外 版 春 節 休 假 五 天 ，，
初 一 、、 初 二 、、 初 三 、、 初 四 、、 初 五 休
刊刊 ，， 初 六 ︵︵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照 常 出
版版，，敬希讀者垂注。。

關，以人民幣繳交過橋費用，橋上採用

華去年研發經費1.75萬億
全球第二僅次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
局13日發佈數據稱，根據科技綜合統計年快報
初步測算結果，2017 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
費投入總量為 17,500 億元人民幣，僅次於美
國，居世界第二位。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是指統計年度內全社會
實際用於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經
費支出。包括實際用於研發活動的人員勞務
費、原材料費、固定資產購建費、管理費及其
他費用支出，一般被用於評價一個國家的科研
實力和創新能力。 縱向來比，2017年，中國研
發經費投入總量比上年增長 11.6%，增速較上
年提高 1 個百分點。橫向比，中國研發經費投
入總量目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研發
經費投入強度持續提升。2016 年為 2.11%，
2017 年進一步上升至2.12%後，已經比 2012 年
提高了0.21個百分點。

新聞 速遞
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發佈消息，中國海警
2307（圖）、2502、31240 艦船編隊 13 日在釣
魚島領海內巡航，日方向中方船隻發出警告並
持續進行監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發出的為無理警
告。
■中通社

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中央宣傳
部原副部長、中央網信辦原主任魯煒嚴重違紀
問題立案審查。並決定給予魯煒開除黨籍、開
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
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關國家機關依法
處理。
■新華社
香港旅發局將與國內及海外媒體合作加強宣
傳，並與業界推出「首發」高鐵香港旅遊優惠
產品，吸引包括貴陽、武漢、長沙、廈門、南
昌、福州、汕頭、廣東、東莞及深圳等省市旅
客到訪，以延長訪港旅客的留港日數。
■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