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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市交
通運輸局獲悉，據最新統計，在2021年，海港方面，
深圳港全年累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2877萬標箱，同比
增長8.4%，超額完成年度目標，創歷史新高，集裝箱
吞吐量位居全球第四；空港方面，深圳機場全貨機通
航點達到51個，創歷史新高，貨郵吞吐量全國增長最
快，首次突破150萬噸。

國際班輪航線達到302條
在積極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交通部門通過積極

協調班輪公司增開航線、預留艙位、增開外貿加班
船，加大空箱調撥力度，有效緩解運力緊張矛盾，保
證進出口物流暢通。2021年，深圳港國際班輪航線達
到 302 條，相比 2020 年底增加 61 條；全年累計增開
728條加班船。

一批港航重點項目建設也在穩步推進，為港口貨運
的發展提供源源動力。深圳港南山港區媽灣智慧港於
2021年6月投入運營；鹽田港區東作業區集裝箱碼頭工
程一期工程2021年12月8日開工建設；小漠國際物流
港一期2021年12月28日開港運營。目前，深圳全港可
同時靠泊的20萬噸級超大型集裝箱船舶已達12艘。

機場貨郵吞吐量首破150萬噸
記者日前從國家民航部門獲悉，2021年，深圳機場

的空港三大指標在全國各大機場中名列前茅：旅客吞
吐量3635.8萬人次，全國排名第三；貨郵吞吐量156.8
萬噸，全國排名第三，同比增長12%；航班起降31.8
萬架次，全國排名第三，恢復至2019年的85.9%。

尤其在空港貨運方面，深圳在2021年實現了航空貨
郵的 「新跨越」。在國際貨運方面，新開巴黎、洛杉

磯等5個全貨機航點，加密芝加哥、盧森堡等11條國
際貨運航線，國際全貨機航線通航城市達30個，全貨
機通航點達到51個，創歷史新高；國內全貨機航線通
航城市20個。

加快建設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
2021年，深圳獲批 「十四五」首批港口型國家物流

樞紐，全面推進建設 「海、陸、空」高效集約的國家
物流樞紐體系。

深圳推動建立深圳海上國際船舶LNG加注中心，積
極協助推動華安碼頭完成LNG加注中心改建，並及時
核發了LNG加注業務經營許可，積極配合完成深圳國
際航行船舶保稅燃料油在鹽田港區首單加注；優化集
疏運結構，推進組合港項目，2021年深圳港累計完成
駁船中轉量437.30萬標箱，同比增長6.34%，海鐵聯

運累計完成18.33萬標箱，同比增長20.52%；落實綜
合改革授權，進一步拓展 「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覆
蓋範圍，新增開通東莞、中山等地13個組合港，覆蓋
廣東省6個地級市，完成近10萬個標準箱作業，切實
提升深圳港中轉能力和貿易便利化水平。

深圳機場四重點工程項目開工
【又訊】記者林麗青 通訊員王鍾雪報道：昨日，

深圳機場南貨運區貨代一號庫等4個重點工程項目集
中開工，項目總投資約為12億元。

這4個工程項目都是 「十四五」期間深圳機場重點
基礎設施，包括南貨運區貨代一號庫、一跑道南繞滑
工程、東區滑行道及聯絡道優化工程、運控綜合大樓
等4個重點工程，項目涵蓋了深圳機場貨運基礎設施
保障、飛行區航空器運行及機場數碼化建設等方面。

深圳海空「雙港」貨運吞吐量創新高

在經濟和商業研究領域擁有35年經驗的關家明，於
2013年5月加入香港貿易發展局，並出任研究總監。

冀港深口岸「打通關」
在北部都會區範圍內，從沙頭角到深圳灣，目前擁

有七個深港口岸。在關家明看來，基於過去的歷史原
因，現時每個口岸其發展都是較為獨立，沒有互相聯
繫，面臨軟硬件的制約。例如，文錦渡基本上是貨
運，沙頭角是人及貨，但貨物規劃小，深圳灣採用一
地兩檢。同時，由於各口岸開放時間不同、手續不

同，粵港兩地車不能以一個兩地牌，就可以行走七個
口岸。

關家明認為，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過程中，希望可
以逐步消除上述障礙，實現口岸由點到線到面的發
展。他舉例說，在深港科技區、河套區運作時，將會
打破過往口岸的做法。河套之外，香港有新田科技
城，深圳有福田科技區域，通過口岸帶動一大片區域
的發展。由點到線到面的發展，使口岸附近的地區都
可以參與整個發展進程中，讓北部都會區呼應深圳以
至整個大灣區的發展藍圖。

促灣區要素資源暢通
關家明認為，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兩個重要意義：對

香港而言，這是一個龐大區域發展規劃，有助於解決
香港發展的土地問題、科技產業布局等諸多問題；就
大灣區而言，由於北部都會區獨特的區位優勢，將在
香港與大灣區、深圳之間的無縫連接方面扮演關鍵作
用，將會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
信息流，要素資源在大灣區內的暢通程度越來越高，
自由度越來越高。

貿發局力推北都區規劃
雖然現時北部都會區仍處於規劃的概念階段，有很

多具體的政策都沒有出來，不過，北部都會區是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中香港方面一個重要的內容，貿發局會
利用自己的網絡，對外推介大灣區和北部都會區。

就北部都會區發展，關家明透露，貿發局研究部將
考慮推動一個新的課題研究，那就是有關港深口岸的
調研，主要分析當前不同口岸之間的配套、使用的情
況以及改善的空間，希望能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北
部都會區具體規劃。

展望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前景，關家明表示， 「這是
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新發展區，將推動香港形成新的發
展格局」。在未來大灣區發展中，香港 「一國兩制」
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大灣區合作的內部障礙
會越來越少，合作內容會越來越豐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將提升一個更高級的融合階段。

關家明：口岸合作將由點到線到面

港深藉北都區無縫連接
【香港商報訊】

記者黃裕勇報道：
香港北部都會區規
劃受到各界關注，
近日，香港貿發局

研究部總監關家明（右圖）在接受本報記者視頻連線專
訪時表示，藉助北部都會區規劃，香港與大灣區的
合作格局將由過往港深口岸間的點到線到面，最
終實現香港與大灣區及深圳的無縫連接。同時，
他亦強調，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不單純是香港
單方面的規劃可以推進，還需要深圳和廣東方
面協調與更緊密的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報道：近日，國家網信
辦、發改委等十三部門聯合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查
辦法》，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辦法》將網絡
平台運營者開展數據處理活動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
安全等情形納入網絡安全審查，並明確掌握超過100
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
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方超強在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此
次修改，其核心就是增加了數據安全審查方面的內
容，這是因為數據安全本就與網絡安全、國家安全休
戚相關，密不可分，客觀上有審查的必要。2021年，
中國也相繼出台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

例》和《數據安全法》，一方面對數據安全的保護有
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要求；另一方面，也明確了數
據安全也是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有必要對 2020 年 6 月出台的《網絡安全審查辦
法》做相應修改。

赴境外上市須依法依規
對於內地企業赴境外上市，證監會去年底發布了

《國務院關於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的管理規
定（草案徵求意見稿）》，其中提到， 「境內企業境
外發行上市涉及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的，
應當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

「網絡平台運營者應當在向國外證券監管機構提出

上市申請之前，申報網絡安全審查。」國家網信辦有
關負責人表示，申報網絡安全審查可能有以下三種情
況：一是無需審查；二是啟動審查後，經研判不影響
國家安全的，可繼續赴國外上市程序；三是啟動審查
後，經研判影響國家安全的，不允許赴國外上市。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我們始終支持境內企

業依法依規合理利用境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根據審查實際需要，增加中證監作為網絡安全審查

工作機制成員單位，同時完善了國家安全風險評估因
素等內容。市場人士分析，在 「滴滴」事件之後，中
國近半來對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出台了一系列的監管
組合拳，尤其是進一步收緊了互聯網平台企業境外上
市的條件。

內地超百萬用戶平台海外上市須審查

【香港商報訊】記者蔣曦報道：針對 「綠色」和
「雙碳」主題，深圳華策輝弘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業務

官黃健銘近日表示，華策數科希望不斷發揮自身科技
創新優勢，為金融機構綠色高質量發展提供智慧的動
能，助力實現 「雙碳」目標。

近日深圳舉行的 「綠色亞太2021」環保成就獎頒獎
典禮上，應邀出席的黃健銘從數據化客戶經營者的角
度，分享了科技在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方面的功用。

黃健銘指出，實現 「雙碳」目標需要經濟社會發展
的全面綠色轉型，而科技創新則是最好的引擎。作為
國內大數據分析與應用領域的先驅者，華策數科一直
致力於通過科技創新賦能金融綠色可持續發展，助力
雙碳目標的實現。

據黃健銘介紹，華策數科通過對大數據、人工智
能、區塊鏈等先進科技的應用研究，將現實問題轉化
為數學應用問題，打造了行業級大數據應用系統，為

企業提供涵蓋決策策略、智能管理、智能分析、風險
控制等全流程解決方案，完成了金融業務從線下到線
上的轉換。

黃健銘表示，綠色發展金融先行，綠色金融是助力
綠色發展的有力推手已成為各界的共識。進一步發揮
綠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需要科技持續賦能。
華策數科也在積極建立ESG發展策略體系，將ESG納
入發展決策考量中，篩選可創造長期價值的企業。

【香港商報訊】記者盛芳齡 通訊員江軒報道：日
前，廣東江門市政府與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
RCEP產業合作委員會，共同在江門舉辦RCEP啟航
合作發展系列活動。

活動期間，江門市政府與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簽
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將發揮各自資源優
勢，在江門市舉辦與RCEP國家相關的，涉及經貿、
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的活動，打造合作平台。

江門市政府、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RCEP產業
合作委員會為 「RCEP經貿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
揭牌。這是兩大機構在全國打造的唯一一個RCEP經
貿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旨在為其它省市加強與
RCEP成員國經貿合作提供可供借鑒的經驗，打造與
RCEP合作的 「江門範本」。

華策數科：科技賦能綠色金融助推「雙碳」

江門舉辦RCEP啟航系列活動

深圳新增認定投資推廣園區
寶安13園區上榜佔比超三成

粵去年未發生重大食安事故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紅 通訊員粵市監報道：記者

從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獲悉，2021年廣東食品安全
風險分析研判暨交流會透露，2021年度評價性抽檢合
格率98.84%，廣東未發生重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故，
以實際行動踐行 「兩個維護」。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食品
安全仍處於風險高發、易發、多發的階段，要注重風
險隱患排查全覆蓋，確保監管無死角無盲區，要注重
風險研判與執法銜接，確保發現的問題核查整改到
位，要注重數據研判和結果應用，提升食安智慧監管
效能。

深海關降稅建議獲採納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國務院稅則委員

會近日下發《2022年關稅實施方案》，對部分進出口
關稅進行調整。其中深圳海關提出的21項降低進口關
稅稅率的建議得到採納。

2022年，包括大西洋鮭魚、鱷梨、嬰幼兒服裝、半
導體用真空泵、芯片分類機、電磁干擾濾波器等商品
將降低進口關稅，以2021年進口貨值靜態測算，每年
為深圳進出口企業節省約2億元關稅成本。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日前，深圳公布
2021年度新增認定投資推廣園區名單，全市共38個園
區獲得認定，其中寶安區上榜園區 13 個，佔比超三
成，包含海納百川總部大廈、中德（歐）產業示範園、
壹方中心等。至此，深圳全市2015-2021年度認定投資
推廣園區共207個，寶安區共70個，佔比亦超三成。

據介紹，深圳市、寶安區將對獲認定的園區提供系
列政策支持，包含優先推薦市重點投資推廣項目落
戶，優先提供全球經貿網絡全球招商對接服務，聯合
開展全球投資推介和重大投資推廣活動，並優先在官
方網站、新聞媒體上向全球推廣等。

去年12月27日開幕的安徽肥東縣第十八屆人民代
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今後五年，肥東縣將乘着
國家政策利好的東風、區域聯動發展的春風和省市
加速崛起的勁風，全面加快建設以高端裝備製造和
新能源為重點的戰新產業基地、以國家級示範物流
園區為基礎的長三角現代物流基地、以提供優質公
共服務為重點的鄉村振興先行區。

構建八大戰新產業基地
按計劃，肥東將比肩先發地區，高端化推進轉型

升級，打造產業發展 「新地標」。圍繞合肥市
「2833」產業發展工程，重點培育 「新光大道」戰

新產業集群，構建新能源新材料、光伏光電、大健
康大數據、軌道交通與高端裝備製造八大產業基
地，加快打造 「百億頭部企業、五百億產業集群、
千億工業產值」。

做強產業發展 「主平台」，支持肥東經開區 「騰
籠換鳥」 「退二優二」，打造省級戰新基地、全國
示範園區，引導合肥循環園產業集聚，打造合肥特
色產業創新示範、循環經濟升級示範 「雙示範園
區」，夯實合肥上海產業園合作基礎，打造長三角

省級合作新平台。
2022年，肥東縣將圍繞 「兩地一區」目標定位，

推動中鐵新型軌道交通和智造產業園、京冶軌交核
心零部件等項目建成運營，培育具有全國競爭力的
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基地。依託協鑫光伏、晶科能源
等重點項目，不斷完善上下游產業配套，加快建成
新能源製造產業基地。優化 「雙招雙引」激勵政
策，實施 「項目+基地+基金」招商模式，力爭戰新
產業項目簽約協議投資突破400億元。

爭創國家示範物流園區
肥東將促進現代服務業提速提質。實施消費擴容

升級行動，開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實
施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行動。推動撮鎮、石塘片區重
點物流企業升級提質，重點發展供應鏈物流、智慧
物流、冷鏈物流，全力爭創國家級示範物流園區，
建設長三角現代物流基地。放大 「環巢湖民宿」聚
集區品牌效應，繼續培育引進優質精品民宿項目，
評選20個 「網紅打卡點」，打造全省知名的休閒度
假旅遊目的地。推進長臨河省級旅遊度假區創建，
傾力打造全域旅遊示範區。 彭紅玲

肥東力推轉型升級
打造產業發展 「新地標」

去年12月27日開幕的安徽肥東縣第十八屆人民代
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今後五年，肥東縣將乘着
國家政策利好的東風、區域聯動發展的春風和省市
加速崛起的勁風，全面加快建設以高端裝備製造和
新能源為重點的戰新產業基地、以國家級示範物流
園區為基礎的長三角現代物流基地、以提供優質公
共服務為重點的鄉村振興先行區。

構建八大戰新產業基地
按計劃，肥東將比肩先發地區，高端化推進轉型

升級，打造產業發展 「新地標」。圍繞合肥市
「2833」產業發展工程，重點培育 「新光大道」戰

新產業集群，構建新能源新材料、光伏光電、大健
康大數據、軌道交通與高端裝備製造八大產業基
地，加快打造 「百億頭部企業、五百億產業集群、
千億工業產值」。

做強產業發展 「主平台」，支持肥東經開區 「騰
籠換鳥」 「退二優二」，打造省級戰新基地、全國
示範園區，引導合肥循環園產業集聚，打造合肥特
色產業創新示範、循環經濟升級示範 「雙示範園
區」，夯實合肥上海產業園合作基礎，打造長三角

省級合作新平台。
2022年，肥東縣將圍繞 「兩地一區」目標定位，

推動中鐵新型軌道交通和智造產業園、京冶軌交核
心零部件等項目建成運營，培育具有全國競爭力的
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基地。依託協鑫光伏、晶科能源
等重點項目，不斷完善上下游產業配套，加快建成
新能源製造產業基地。優化 「雙招雙引」激勵政
策，實施 「項目+基地+基金」招商模式，力爭戰新
產業項目簽約協議投資突破400億元。

爭創國家示範物流園區
肥東將促進現代服務業提速提質。實施消費擴容

升級行動，開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實
施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行動。推動撮鎮、石塘片區重
點物流企業升級提質，重點發展供應鏈物流、智慧
物流、冷鏈物流，全力爭創國家級示範物流園區，
建設長三角現代物流基地。放大 「環巢湖民宿」聚
集區品牌效應，繼續培育引進優質精品民宿項目，
評選20個 「網紅打卡點」，打造全省知名的休閒度
假旅遊目的地。推進長臨河省級旅遊度假區創建，
傾力打造全域旅遊示範區。 彭紅玲

肥東力推轉型升級
打造產業發展 「新地標」

公  告
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18〕6 号）批准，二沙地路 2 号 103 房等 8 个门牌在上述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部

门已对上述房屋及安置房屋进行了房地产价值评估，现将房屋的评估结果公告如下：

序号 现状房屋地址 产权人
产权面积

( ㎡ )
评估总价值

（元）
评估报告文号 安置房地址

建筑面积
( ㎡ )

评估总价值
（元）

评估报告文号

1 二沙地路 2 号 103 房
邓光诚

（已故）
35.608 776967

粤房评字
202110A004 号

荔湾区新隆沙 AF020108 地块安置房
自编 2 栋 11 层 03 单元

39.26 1909214
粤房评字

202112A004 号

2 二沙地 49 号
卢崇基
( 已故 ) 112.784 2436134

粤房评字
202006A007 号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路 80 号 06 层 02 单元 43.01 1505350
粤房评字

202110A007 号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路 80 号 05 层 08 单元 63.90 2249280
粤房评字

202110A006 号
广州市荔湾区新隆沙 AF020108 地块安置房

自编 1 栋 22 层 09 单元
94.69 4565005

粤房评字
202112A003 号

3 二沙地 47 号 陈志明 ( 已故 )、陈志强 35.75 768268
粤房评字

202009A003 号
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4 号 33 层 03 单元 76.4023 3733016

粤房评字
202112A002 号

4 二沙地 29 号

江二 ( 已故 )
继承人：廖毅琨 ( 占

1/16) 62.14 1226644
粤房评字

202106A011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二街 1 号 29 层 03
单元

33.1703 1001411
粤房评字

202108A001 号

江二 ( 已故 ) 继承人：林
伟明 ( 占 1/16)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二街 2 号 29 层 06
单元

43.02 1291891
粤房评字

202112A001 号

5 二沙地 2 号 501 房
邓良志（已故）继承人：
邓耀荣（占 1/10 份额）

54.06 1211485
粤房评字

202008A002 号
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22 层 15 单元 80.6635 4087220

粤房评字
202112A012 号

6 二沙地 23 号 黄振中 ( 占 1/8 份额 ) 160.3488 3376946
粤房评字

202112A014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三街 2 号 20 层 07
单元

45.72 1316279
粤房评字

202112A010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二街 2 号 25 层 04

单元
45.62 1336210

粤房评字
202112A007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二街 2 号 26 层 03
单元

43.02 1261777
粤房评字

202112A008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二街 2 号 29 层 07

单元
43.02 1291891

粤房评字
202112A009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一街 4 号 24 层 07
单元

43.32 1254980
粤房评字

202112A006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三街 4 号 05 层 01

单元
83.73 2413099

粤房评字
202112A011 号

7 二沙地 53 号
袁玉女（占 1/2 份额）

管业人：袁绍明
24.8078 510296

粤房评字
202110A012 号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和苑三街 2 号 06 层 07
单元

45.72 1288390
粤房评字

202006A008 号

8 二沙地 8 号之 3 谈少贤 25.6 491008
粤房评字

202112A013 号
广州市荔湾区锦佳五街 3 号 45 层 07 单元 39.4298 1987853

穗衡房评字 [2021]
第 030209-18 号

上述地址房屋被征收（产权人 / 继承人）应当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前到广州市荔湾区陆居路上市横街 2-1 号（联系人：陈小姐；电话：020-81657412）领取房地
产估价报告。逾期未领取的，视为房地产估价报告已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送达。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评
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陆居路上市横街 2-1 号；联系人：陈小姐；电话：020-81657412），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逾期申请复
核评估的，视为对评估结果无异议，房屋征收部门将依据评估结果报送征收补偿。

特此公告！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广州市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
                      2022 年 1 月 5 日                                                                                                                                                                            2022 年 1 月 5日

寶安區目前有70個園區獲認定為深圳投資推廣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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