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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項目是經濟發展的 「壓艙石」。2021年，安徽
省合肥市肥東縣項目推進創造新紀錄。該縣對重點項目
實施保姆式服務、點對點保障，凡是有利於項目落地的
事，都頂格推動、全力支持，最大限度壓縮 「進行
時」、加快 「完成時」，國軒電池材料、京冶軸承、中
建材智能裝備產業園等一批重大項目相繼開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總投資180億元的協鑫集成光
伏組件項目，從簽約到一期 10 條線投產僅用時 156
天。此外，全球能源頭部企業晶科能源有望84天實
現一期電池片項目投產，創造了項目推進的 「肥東速
度」。

與此同時，肥東以重點項目為支撐，致力調結構、
促轉型，開放創新發展成效顯著。過去五年間，肥東
縣以 「招大引強」推動戰新產業 「做大做強」，大力
發展 「新光大道」產業集群，累計引進億元以上重大
項目214個。中國（肥東）互聯網生態產業園獲評國
家電子商務示範基地，合肥榮電入選全國數字商務企
業，成為全省唯一。

強化項目保障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12月27日，肥東縣第十八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

會議開幕。筆者留意到， 「強化產業項目全要素保
障」被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按計劃，2022年肥東縣
將集中政策資源，支持項目建設，助力企業發展，
重點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完善重點企業上市融資政策支持體系，優先保障重
大項目用地供應。提高政務服務辦件率、評價率和
網辦能力，繼續壓減辦事時限和申請材料，統籌推
進 「跨省通辦」與 「一網通辦」專窗高效銜接，實
現個人事項 100%全流程網上辦理和大數據共享匯
集，保持辦事平均承諾時間和申請材料水平全市領
先。

肥東將全面運用項目一體化管理雲平台，優化立
項、規劃、土地、環保、能耗、用工等全要素服務
保障，強化重大項目監測分析、協調調度、督查督
辦，嚴格執行目標督查機制，全力提高項目開工
率、竣工率、達產率和轉化率。此外，該縣將動態
完善 「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儲備庫，圍繞5G、大
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和重點領域，
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政府專項債券謀劃爭取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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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
( 广珠至京广客车联络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的决定

云府 [2021]36 号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穗府规〔2021〕2 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因新建广州至湛江高
速铁路项目 ( 广珠至京广客车联络线）建设的需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决定征收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
非住宅房屋。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符合规划要求，具体如下：

一、征收范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40000201900619 号）等有关文件确定（附件 1、
2）；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征收房屋地点：广州新澳翔服装有限公司（鹤云路 17 号）、广州市芳怡化工香料有限公司（鹤云路 13 号）、
广州兴海达光学眼镜有限公司（鹤云路 3 号）、广东先朗照明器具有限公司（鹤云路 11 号）、广州宇蒙实业有限公司（鹤
云路 15 号）、广东中客汽车空调有限公司（鹤云路 5 号）以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如有遗漏，以本项目用地规划
红线及实际征收情况为准。

三、征收补偿工作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负责，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作为房屋
征收部门依法组织实施，并由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人民政府作为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四、征收补偿方案（附件 2）。
五、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从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持不动产权证书、身份证或

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征收实施单位办理征收补偿登记。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 , 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永久性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永久性改变房屋用

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 违反规定实施的 , 不予补偿。
六、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以及所有权人死亡未

依法办理继承的，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报请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依法按照征收补
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告，补偿决定将采取弃产的方式进行补偿。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广州市白云
区人民政府向被征收人发出搬迁催告。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七、关于征收补偿安置的其他有关事项。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

决定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
联系电话：020-83555988
八、相关资料可以向征收实施单位索取。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府路 1 号江高镇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联系人：李建开
联系电话：020-36082440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40000201900619 号）
           2. 项目用地预审红线范围图
           3. 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 ( 广珠至京广客车联络线）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补偿方案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12 月 15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報道：中共東
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昨日開幕。

東莞市委書記肖亞非在題為《立足 「雙
萬」新起點 聚焦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 奮力
譜寫東莞現代化建設新篇章》的報告中透
露，初步預計，2021年GDP突破萬億元大
關；未來五年，東莞要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聚焦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業，着力
擴大雙向開放優勢，努力實現經濟在萬億新
起點上加快高質量發展，GDP總量突破1.4
萬億元。

晉級千萬人口特大城市
肖亞非表示，過去五年，東莞發展極其特

殊、極不平凡。東莞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疫
情防控 「雙統籌」，地區生產總值連跨7000
億元、8000 億元、9000 億元三大台階，初

步預計 2021 年突破萬億元大關；五年新增
常住人口超過220萬人，正式跨入千萬人口
特大城市行列。

創新發展方面，松山湖科學城納入大灣區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R&D佔
比提升至3.54％，排名全省第二；國家高新
技術企業預計達 7387 家，穩居全省地級市
第一，科技創新綜合競爭力挺進全國城市
20強、地級市第三。

未來聚焦科創和先進製造
站在 「雙萬」新起點上，東莞未來如何發

展？肖亞非表示，今後五年，是東莞增創科
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新優勢、加快高質量發展
的關鍵五年。

要實現GDP總量突破1.4萬億元，主要經
濟指標保持穩定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

值佔GDP比重提高到25％，新經濟、新產
業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城市綜合實
力位居全國地級市前列。

創新引領產業發展形成強大動能。R&D
佔比達到3.7％，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增至1.2
萬家，人才總量達到 383 萬人，佔比達到
35％，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上工業增加
值比重達到 43％，以高技術產業為主體的
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形成。

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為統領，強化
科研平台支撐，促進創新成果轉化，培育壯
大創新主體，激發創新創業創富活力，加快
打造大灣區科技創新新高地；以改革開放再
出發為牽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全面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充分激發市場主體
活力，着力擴大雙向開放優勢，加快打造大
灣區體制機制新高地。

東莞2021年GDP料破萬億大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近日，深圳前海舉
行重大平台項目啟用儀式，前海國際人才港、前海深
港國際法務區正式亮相。兩大平台着力高標準打造全
要素人才功能生態圈、全鏈條法律服務生態圈，標誌

着前海人才、法治建設進入新 「航
道」。

前海國際人才港位於前海桂灣片
區，一期規劃建設面積 4.8 萬平方
米，項目戰略定位為 「以一域服務
全局」，規劃 「四港九中心八大業
態」功能布局，以實現 「立足前
海、輻射灣區、服務國家」為願
景，打造未來全球一流科技創新人
才聚集地，中國引進全球人才物理
地標、情感地標，全球人才粵港澳
大灣區就業、創業、投資和生活門
戶、第一站和首選地。

前海國際人才港借鑒垂直綜合體聚合理念，引入管
理諮詢公司、獵頭公司、人力資源科技服務企業、創
新投資機構、國際技術轉移孵化中心、涉外服務機
構、新媒體創意公司、人才組織八大類企業機構。按

外企、港企和內資企業各1/3的比例開展招商。目前
已與22家知名企業機構達成初步入駐或合作意向，不
乏波士頓諮詢、愛思唯爾、瀚納仕、翰德、香港科技
青年聯合會、前海國際先進技術研究院、香港專業人
士協會等頭部企業機構。

規劃建設的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以深港合作為總
定位，聯動香港，面向世界，力爭把前海打造成國際
商事爭議解決的優選地、深港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
先行地。將構建 「兩中心一高地」的功能布局： 「兩
中心」即建設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和國際法律服務
中心， 「一高地」即知識產權保護高地。目前，已有
司法、仲裁、調解、法律服務、知識產權保護、國際
組織等6大類70餘家機構入駐法務區。

接下來，前海將圍繞 「出台重大政策、開展重大制
度創新、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引進重量級機構、策劃
舉辦重大活動」推進法務區建設，推動前海與香港進
行全方位法律規則銜接。

因受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迪拜世
博會延期於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舉
辦，為期182天，仍稱為2020年迪拜世博會。

穗深迪拜三地線上線下聯動
除了承辦中國國家館日的文藝演出活動，廣東活

動周期間還將在迪拜中國館舉行旗袍展示，將邀請
迪拜時尚界代表、中國時尚行業代表、知名設計師
等出席，講解中國旗袍文化歷史，展示中國知名旗
袍設計，以此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和推介中國時尚產
業。

廣東還將迪拜世博會中國館舉辦為期三天的科技創
新互動展活動，廣東已圍繞世博會主題，遴選了包括
華大基因、中電照明、烯旺、TCL、雲天勵飛、奧比
中光、光峰光電、創夢天地、芯思傑等優秀科技企業
的產品，通過屏幕展播和實物產品互動展示等形式，
展現廣東省在人工智能芯片、5G 智能通訊、雲技
術、先進材料、軟件開發等領域的最新發展成果。

由於本次廣東活動周採取 「線下+線上」方式舉
行，線下主會場設在廣州，除了舉辦廣東活動周開幕
式外，還將舉行粵港澳大灣區（廣東）——阿聯酋經
貿交流會，為粵港澳大灣區與中東地區的經貿合作搭

建新平台；舉辦廣東地理標誌產品國際合作大會，藉
助世博平台推介廣東地理標誌名優產品，構建地理標
識名優產品生態合作新平台。

不出國門享商機拓市場
廣東活動周期間，廣州主會場還將舉辦全球新興市

場跨境電商交流會，現場推介廣東有關自貿試驗區、
綜合保稅區，多維視角解析新興市場，引導電商企業
適應新形勢、應對新挑戰、抓住新機遇。

在廣東營商環境推介會上，將邀請阿聯酋政府官
員、商協會代表、阿聯酋粵商會會員企業將在迪拜會
場參會，採取線下與線上方式舉行，宣傳推介粵港澳
大灣區和廣東投資營商環境，宣傳廣東區位優勢及產
業政策。

除了在廣州主會場，廣東活動周還將舉辦 「深圳活
動日」系列活動，在深圳市設立主會場，而阿聯酋深
圳精品展將於 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迪拜工商會大樓舉
行，計劃組織50 家以上深圳企業參展，屆時將採取
「產品線下展示、企業線上對接」方式，大力推廣深

圳產品、品牌和產業。

迪拜世博會迎來廣東周
11場活動展現「粵商機」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東將登上迪拜世博會的舞台，舉辦
中國國家館日文藝演出、廣東活動周等11場活動，向世界展示廣東的特色
文化、科技創新成果和優質的營商環境。

記者從昨日舉行的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廣東活動周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廣
東將於1月10日承辦中國國家館日的文藝演出活動，1月11日至13日將舉
辦廣東活動周，將分別在迪拜、廣州和深圳三地三天線下線上融合舉行。

前海國際人才港及深港國際法務區啟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近日，深圳台商
協會邀請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新社、深圳
商報、晶報、鳳凰網、香港商報等媒體記者舉行座談
會，回顧總結2021年工作，展望規劃2022年工作。

陳忠和會長介紹，目前，深圳台商協會已在全國台
協系統中創下了七個第一：

第一個建立會員在線管理系統，第一個建立會員企
業信息管理檔案，第一個實現在線專屬工具運用，第
一個提供 「智慧檢索、政策推送」工具，第一個培養
台青 「網紅」，第一個擁有自己的專屬 APP 「深 i
台」，在全國台商協會中會員數第一。

陳忠和會長表示，2022年協會將爭取把服務的範圍
擴展到全體深圳台胞，吸引更多台胞加入協會、享受
便利鼓勵引導台商台胞發揮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重
要作用，深化深台兩地融合發展，進一步做好台灣青
年的服務工作，引導一批台青在深圳就業創業。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2022福田新春藝
術季之 「遇見」元旦公園音樂會上，圓舞曲《藍色多
瑙河》歡快的音符在福田交響樂團小提琴手廖慧儀的
琴弦上跳動。

廖慧儀出生在深圳，2014年她以小提琴演奏專業第
一名的成績考入星海音樂學院，並於2019 年前往辛

辛那提音樂學院深造，現任福田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
手。

據悉，福田交響樂團是由福田區公共文化體育發展
中心孵化培育，具有專業水準的雙管編制大型交響樂
團，現有團員80人，平均年齡28歲，均畢業於國內
外音樂學院，其中歸國留學人員佔30%。

深圳台商協會創七個第一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鄧雪玲報道：去
年深圳福彩全年銷售福利彩票27.88億元，籌集公益金
8.95億元。2021年，深圳彩民中出雙色球一等獎共42
注，總獎金超3億元。

2021年1月，深圳福彩主辦的第15次愛心福彩—資
助來深建設者返鄉活動，送出 3000 多張春節返鄉車
票，實際使用福彩公益金超116萬元，資助來深建設者
返鄉過年。2021年6月，深圳福彩第四次舉辦 「愛心福
彩•常回家看看」公益活動，投入福彩公益金近30萬
元，資助472名來深建設者往返家鄉看望父母子女。

深福彩籌集公益金8.95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昨日，《壬寅
年》特種郵票首發活動在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舉
行。自2015年 「羊年羊票首發羊城」在廣州舉辦生肖
特種郵票首發活動以來，已連續舉辦8年。

《壬寅年》特種郵票由著名畫家馮大中先生創作，
郵票1套2枚，全套郵票面值2.40元。

《壬寅年》特種郵票穗首發

福田交響樂團公園獻樂

中國共產黨東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開幕。 小圖為東莞市委書記肖亞非在作報告。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孟加拉虎宝宝与《壬寅年》特种
邮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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