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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引擎促「動能轉換」顯效
記者日前在寶安區科創新聞發布會上獲悉，截至目

前，寶安擁有全市最多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專精
特新」小巨人企業、國家級科技孵化器，5億元以上
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全覆蓋，創新動能日益強勁，已經
成為引領寶安發展的第一動力。

據了解，寶安以創新為引擎， 「動能轉換」的成果
不斷顯現：2021年前三季度，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
5300.2億元，同比增長26%。高新技術企業成為引領
寶安從 「製造」向 「智造」轉型的強勁引擎。當前，
寶安正加快構建 「1+3+N」的科技創新空間功能布
局，以點帶面，帶動寶安全域創新發展格局加速形
成。以桃花源科技創新生態園為核心引領，以3個平
方公里級的尖崗山-石岩南國家高新園、鐵仔山國家
高新園、新橋東國家高新園為支撐，通過連片改造模
式在全區再打造N個創新集聚區，形成具有寶安標識
的 「1+3+N」的高端創新載體體系。

對接香港創新資源為製造業賦能
記者了解到，寶安緊抓港澳合作的重大契機，目前

在機場東片區謀劃了香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以創
新+產業+空間的模式，充分挖掘空間資源，完善創
新生態，加快產創融合，為深港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
落地提供支持保障。該片區聚焦激光製造、智能終
端、超高頻視頻顯示、網絡通訊、智能網聯汽車等領
域，建設成為全球領先的技術創新高地、協同創新先
行區、智能製造示範區。

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布局中，寶安區是深圳灣優質發
展圈的戰略腹地，記者獲悉，在融入深港合作方面，
寶安將建立健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
通、創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建成全球資源配置能
力強、創新策源能力強、協同發展帶動能力強的高質
量發展引擎。

高質量建設
前海（寶安）深港創新集群區

高質量建設前海（寶安）深港創新集群區，依託騰
訊 「互聯網+」未來科技城、深中通道門戶區、深港

先進製造業合作區，深化寶安與前海聯動發展，加強
創新鏈協同，將前海（寶安）片區打造成為科技成果
轉換承載地、先進製造產業集聚區和國際高端功能機
構集聚區。

同時，還將引進一批應用技術類院校和科研機構。
圍繞服務前海和支撐先進製造業發展，建設深圳創新
創意設計學院，推進深港智能製造共性技術創新中心
建設。通過引進香港先進的技術優勢資源和現代產業
服務模式，結合寶安產業優勢提供應用研發、技術支
援、人才培訓、知識產權服務，形成優勢互補，促進
兩地先進製造業的全方位融合。

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日前在寶安參
加活動時表示，寶安要明確清楚地位的實質性改變，
要充分利用好前海政策優勢，以現代服務業來保障寶
安製造業邁向更高處發展，穩操高科技製造業、現代
服務業、基礎設施三大基本盤，找準發展方向定位，
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寶安將在繼承中謀發展，在創新
中求突破。

科創引領深寶安「智造」
謀劃香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美紅 王娜
報道：在2021高交會期間，寶安展區
圍繞打造 「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科技創
新引領區」 目標，組織25家優質企業
參展，新能源汽車、超高清視頻產業
等創新成果集中亮相，充分展示了寶
安科技創新的勃勃生機。深圳市寶安
區科技創新局相關負責人表示，製造
業是寶安的立區之本，寶安區要打造
「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科技創新引領
區」 的目標絕不是口號，寶安有實力
做好製造業和科技創新融合發展。

【香港商報訊】
據昨日召開的西安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聞發布會消息，2021年12月9日0時至2022
年1月1日24時，西安市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1573
例。

2022年1月1日0時至24時，西安市新增本土確診
病例122例，均為輕型，其中在隔離管控中發現104
例、在核酸篩查中發現18例。

針對當前西安疫情防控嚴峻複雜的形勢，陝西日
前要求重點加強農村聚集性活動管控，倡導進城務
工人員非必要不流動，嚴防疫情向農村地區蔓延。

隨着春節將至，西安疫情向農村外溢風險不斷加
大。陝西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張盈安表示，當前重
點是倡導在外務工人員非必要不流動、 「就地過
年」，鎮村不漏一人，分類落實返鄉人員防控措
施，全力防止疫情向農村外溢。

寧波報告10例確診病例
昨日下午，浙江省召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聞發布會。會上通報，2022年1月1日0-24時，浙江
省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7例（均為輕型）；1月2
日0—15時，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例。累計報告
本土確診病例10例，均在寧波市北侖區。經對首發
病例標本基因測序，可排除其與近期浙江杭甬紹三
地疫情的關聯性，為一起獨立疫情。

浙江全省現已劃定中風險區域2個（北侖區新街道
沿海村、申洲公司三部廠區及宿舍區），無高風險
區域。

西安本輪疫情
累計確診1573例

【香港商報訊】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昨日披露，
2022年鐵路春運自1月17日開始，2月25日結束，共
40天，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2.8億人次，同比增長
28.5%。按照火車票提前15天發售的安排，2022年1
月3日，鐵路部門將開始發售2022年春運火車票。

國鐵集團運輸部負責人介紹，2022年鐵路春運將面
臨疫情精準防控、北京冬奧運輸保障等多重挑戰。鐵
路部門將統籌疫情防控精準要求和旅客便捷出行需
求，不斷改進服務舉措，方便旅客購票和退改簽。延
長12306網站（含手機客戶端）售票服務時間由每日
5時至23時30分調整為5時至次日凌晨1時（每周二
除外）；提供24小時互聯網退票服務，退票截止時
間由乘車站開車前25分鐘延長至開車前，新增12306
客戶端免登錄退票渠道；將原來僅可在票面發站辦理
的開車後車票改簽業務，增設網上辦理渠道，同時在
自助售票終端新增電子客票改簽功能；將候補購票最
晚截止時間由開車前6小時調整為2小時；為旅客提
供乘車臨時電子身份證明。

另外，國鐵集團對京張高鐵清河、延慶、太子城、
崇禮4個冬奧服務車站，自1月21日至3月16日實行
為期55天的閉環和非閉環管理，閉環人員與普通旅

客 互
不 交
集。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芳 通訊員楊長虹報道：
2021年12月31日深夜，廣東省韶關市華南虎繁育研

究 基 地 ， 華 南 虎
「夢夢」順利產下

兩隻華南虎雌性幼
崽，重量均為 990

克。這也是繼2021年3月和9月迎來 「圓圓」和 「慶
慶」兩隻雌性虎寶寶後，該繁育研究基地年內再次
「迎新」。兩隻華南虎寶寶的出生也創下了 「一年

內三胎」的高產紀錄。
韶關是華南虎的原居住地，近年來，廣東粵北華

南虎省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韶關華南虎繁育研究基
地採取一系列科學繁殖和人工育
幼措施，幼崽成活率有較大幅度
提升，進一步促進了華南虎種群
發展。

韶關華南虎繁育研究基地是內
地規模較大，管理規範，集科學
研究、科普教育、生態旅遊於一
體的華南虎繁育研究基地。目前
基地共有華南虎13隻。

超3億消費券 深圳啟動新春歡樂購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記者從深圳市

商務局獲悉，2021年12月31日晚，2022年深圳新春
歡樂購活動暨 「千萬禮享 羅湖上新」新春購物季啟
動儀式在羅湖區東門步行街文化廣場舉行。

據了解，即日起至春節期間，在做好疫情常態化防
控的同時，深圳各行業協會、知名商圈、購物中心開展
以線上形式為主的、豐富多彩的新春促銷活動，其中
六大商業銀行累計發放2500萬元數字人民幣，銀聯、
華潤等龍頭企業會累計發放超3億元人民幣消費券，

為市民朋友帶來實在的優惠和福利，切實保障元旦春
節期間市場供應，滿足廣大市民多樣化消費需求。

2022 年新春歡樂購將按照 「政府引導、銀行配
合、協會組織、企業參與」的思路，以 「1+10+N」
活動架構體系開展，即：舉辦1場啟動儀式，整個活
動聚焦 「數字貨幣、年貨產品、餐飲美食、家居家
電、汽車消費、電商直播、文旅體育、商圈經濟、
零售商超、夜間經濟」等10個重點板塊，聯動各區
商圈和企業、協會舉辦N場分項活動。

深圳福田浪漫演繹新春藝術季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為進一步提升

公共文化品質，挖掘城市文化空間，2022年福田新
春藝術季之 「遇·見」元旦公園音樂會於 2021 年 12
月31日至2022年1月2日，在福田轄區5個公園舉辦
10 場精彩的古典音樂會，讓市民度過一個 「藝術
範」的元旦假期。

據悉，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軸線上的重要節點，
福田區正着力加快推進中心城區城市建設再提升，

從中央商務區轉型升級為中央活力區，賦予中軸線
更多的城市溫度和人文魅力，將中心區打造成為灣
區級的公共藝術空間、國家級的 「城市主客廳」、
世界級的文化藝術地標。

此次選擇在深圳市民公園舉辦首場元旦公園音樂
會，既拉開了2022福田新春藝術季的序幕，也是為
福田創新打造南中軸，使其成為吸納世界優秀文化
藝術的城市公共空間而吹響的 「前哨」。

韶關跨年夜喜迎華南虎雙胞胎

2022年春運
火車票今開售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時隔兩
年，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吳小燕系列主題畫
展《遷流與永恆》再次回歸。《遷流與永恆·方
寸之間——吳小燕油畫展》近日在深圳巢美術
館開幕。該畫展主題為 「方寸之間」，包括
《方寸之間一》《方寸之間二》《方寸之間
三》《綠野仙蹤》等組畫，大畫32幅、小畫42
幅，共74件作品，均為吳小燕最近一年創作的
最新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探索繪畫中的時空感，
吳小燕還引入建築元素，特別定製了一種立體
畫板，將常見的二維畫板轉化為三維畫板，在
凸凹的空間中，創作專屬於她的時間記憶。這
種國內首創的立體畫板，已被註冊為專利產
品，在展覽現場更是吸引了眾多觀眾的目光。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1月1日，汕頭
海關為廣東皓業青花瓷股份有限公司簽發RCEP協議
正式生效後第一單原產地證書。憑藉着最新出爐的
RCEP原產地證書，皓業青花瓷一批貨值12.25萬元
的日用瓷將以更優惠的關稅減免進入日本市場。

為助力更多的企業搶抓RCEP 「黃金機遇」，廣東
省內海關開展政策宣傳解讀，深入重點企業現場指
導，支持企業用好用足RCEP稅收減讓政策，提高產
品國際競爭力。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綜合業務工作
處負責人介紹，廣東省內海關按照海關總署部署要
求，上線了RCEP原產地管理3.0項目。優化出口原
產地證書網上申領、智能審核、自助打印等功能，
實現進口稅率從低適用，優化報關單申報、稅費計
徵、報關單修撤等信息化作業，為RCEP原產地規則
和關稅減讓實施做好充分準備。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2022年1月1日
凌晨，今年首列廣州中歐班列隨着滿載 100 標箱的
「穗滿俄」中歐班列從廣州市大朗國際貨運物流基

地駛出，廣州中歐班列開始了新一年的高速運行。
廣州車站海關監管科科長謝婉琳介紹稱，2021

年，在做好監管工作的基礎上，強化數據監控分
析，定期對班列涉及商品、企業、貿易國等進行統
計研究，根據調研建立市場走勢提醒和通關跟蹤制
度，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政策指導和服務工作。

「2021 年中歐班列出口業務增長迅猛，傳統的機
電類產品、服裝、家用電器等產品都保持較高增
長。此外，茶葉、家用或裝飾用木製品出口均同比
增長超過20倍，醫療儀器及器械增長1.5倍，汽車零
配件增長1倍！」負責班列報關業務的廣州速穩報關
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報道：日前， 「2021
年珠海萬山群島 『九洲盃』帆船城市邀請賽暨市民
健身運動會珠澳帆船友誼賽」在珠海港珠澳大橋海
域開賽。本次比賽吸引了來自澳門、廣州、深圳和
珠海等城市的10支隊伍參賽，參賽隊將在九洲灣、
香爐灣以及港珠澳大橋沿線海域競逐。

珠海九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凱斌表示，
希望通過「九洲盃」增進珠海與各城市間的交流，促進
珠海體育產業和體育休閒旅遊融合發展，提升珠海
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譽度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珠海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副局長、珠海市體育
總會會長鄔向明表示，本次比賽是珠海與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體育局在風帆運動上的首次合作，
未來珠澳將攜手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
文灣區、休閒灣區貢獻珠澳的力量。

高交會寶安展區。 寶安科技創新局供圖

粵省內海關助企業
搶抓RCEP新機遇

2022年新年首列
穗中歐班列發運

珠海市民健身運動會
珠澳帆船友誼賽開賽

吳小燕系列主題畫展
《遷流與永恆》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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