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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征程上，安徽
省合肥市肥東縣勇於突破、奮力前行。肥東縣第
十八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今後五
年，肥東縣將全域聯動推進，差異化推進城鄉融
合，建設鄉村振興 「先行區」。

聚焦三個融合全域推進
據了解，肥東將聚焦空間融合，完善縣鄉村三

級鄉村空間規劃體系，編製鄉村振興先行示範區
專項規劃，圍繞產業發展，推進功能互補，加快
優質糧油、綠色蔬菜、特色林果、休閒農業等功
能分區和建設，構建都市現代農業發展新格局；
聚焦 「三產」融合，以打造 「六次產業」為抓
手，突出抓好農旅、農工、農商深度融合，拓展
產業鏈，延伸價值鏈，對接消費鏈，切實實現一
產強基、二產延鏈、三產賦能；聚焦 「三治」融
合，推進村級事務陽光公開和村規民約落地落
實。積極發揮村民代表大會、村民理事會作用，
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
層協商格局。

2022年，肥東將聚力城鄉統籌，促進農業高質
高效，促進鄉村宜居宜業，促進農民富裕富足，

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上開新篇。按計劃，該縣將
全面實施 「田長制」，建成高標準農田6萬畝；推
進科技強農，加快倉儲、冷鏈物流、直銷配送體
系建設，打造一批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農業
園區和長三角綠色農產品生產加工供應示範基
地；支持產業化龍頭企業、聯合體做大做強，壯
大農副食品精深加工特色產業集群，力爭規上農
產品加工產值增長8%。

實施「萬企興萬村」專項行動
肥東將推動要素資源向鄉村匯聚，實施 「萬企

興萬村」專項行動，強化龍頭企業帶動、平台載
體拉動、創新創業驅動，推進特色種養業基地創
建，加快休閒農業、鄉村旅遊、農村電商等新業
態新模式發展，豐富鄉村經濟業態，完善長古旅
遊公路功能，構建全域旅遊格局。

此外，該縣將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力
爭新增市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5家以上、
家庭農場 150 家以上、農民專業合作社 20 家以
上，深化全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示
範縣創建，持續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力爭實現
「經濟強村」全覆蓋。 彭紅玲

肥東建設鄉村振興 「先行區」
在國家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征程上，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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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東建設鄉村振興 「先行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王娜 通訊員吳潔紅報
道：自2021年11月5日深圳啟動全市根治欠薪冬季專
項行動以來，深圳共檢查用人單位7451家次，涉及職
工人數43.76萬人，為3819名農民工追發工資及賠償金
4530餘萬元。

該專項行動由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等部門聯合開展。
房地產、校外教培行業為排查重點。深圳市住建部門積
極開展行業治理，嚴厲打擊建設工程轉包、掛靠和違法
分包等行為，2021年深圳市住建部門累計檢查項目78
個，資質動態核查企業 36 家，針對建築市場轉包掛

靠、違法分包等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8宗，處罰金
額共計644.46萬元。2021年，深圳市住房建設部門共受
理各類欠薪投訴信訪146宗，涉及109個項目、572人，
工資894.67萬元，工程款（含機械費）1072.661萬元。

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部門聯合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拒不
支付勞動報酬犯罪行為專項行動，對惡意欠薪行為涉嫌
犯罪的，及時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據統計，2021年全年深圳市各級人力資源保障部門
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45
宗；公安機關共立案31宗，破案31宗。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日前， 「深圳市慈
善會·未成年人保護及發展專項基金」發布活動在深舉
行。記者獲悉，深圳市慈善會首創 「公益項目+商業服
務」慈善雙向融合模式，率先打造 「政企家校社」聯動
的支持網絡，依託愛心企業連鎖店舖，在全市範圍內設
立庇護點，目前首批已有多家企業加入，120個庇護點
遍布各區各街道。

深圳市慈善會執行副會長房濤介紹，根據專項基金第
一階段工作方案，項目重點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精
神衛生，採取 「心理輔導陪護+體育運動」等多角度干

預方式，幫助有心理問題的兒童及早走出困境，目標是
累計為1000名心理預警未成年人提供10500小時的心理
輔導服務，開展團隊輔導或講座12次以上，直接受益
人群超1萬人。

據房濤介紹，市慈善會首開先河，在國內以 「商業+
公益」模式，打造未成年人庇護港灣。據介紹，首批加
盟 「未成年人庇護點」項目的知名連鎖經營愛心商家包
括：可頌坊、左印國際美術教育、玩勝體育等，120個
庇護點遍布深圳各區各街道，這些店舖將張貼統一的標
識圖案，方便兒童辨認。

粵中歐班列去年開行破400列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海關總署廣東分

署昨日介紹，2021年廣東共開行中歐班列426列，同比
2020年增加近六成，開行列數首次突破400列大關。其
中進口班列開行了44列，比2020年大幅增長6.3倍。

今年以來，在原有站點的基礎上，廣東新增廣州增
城西、廣州港兩個新始發站點，廣東現有始發站點擴
展至6個，各站點均已實現每周1至3列不等的常態化
固定運營。

另外，在前期開行中越國際班列的基礎上，在中老
鐵路開通之初，海關推動開行廣州、深圳等廣東多地
開往老撾的鐵路貨運班列。中老鐵路正式通車後，廣
東已開行中老班列 5 列，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各城
市，與東南亞等國有更多的經濟和物資往來。

斗門海關助供港大構建通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 通訊員陳翰梓報道：記

者日前從廣東珠海拱北海關獲悉，近日，一批香港將
軍澳大橋橋樑預製件於珠海斗門港順利辦完出口通關
手續，運往將軍澳大橋施工現場，保證了將軍澳大橋
工程的正常施工。

負責橋樑預製和運輸項目的廣州城堡土木工程有限
公司梁健明介紹，將軍澳大橋採用 「內地工廠製造，
香港現場搭建」模式，即在內地完成各個大構建製造
後，按照組裝順序通過船運出口，在香港施工現場進
行安裝。在斗門海關的全流程精準幫扶下，企業已順
利出口了4批用於建設將軍澳大橋的大構建，這些構建
及時順利出口，為工程建設如期完成提供了有力支持。

粵集中銷毀走私「三無」船舶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昨日，廣東省打

私辦組織開展全省打擊整治涉走私 「三無」船舶現場
集中銷毀活動。廣東省打私辦在廣州市番禺區設立集
中銷毀主現場，深圳、珠海、佛山、汕尾、惠州、東
莞、中山、江門、陽江、湛江、茂名、肇慶、清遠等
地市設立分現場，同步開展銷毀活動，現場共銷毀涉
走私 「三無」船舶362艘。

2021年以來，廣東持續開展涉走私 「三無」船舶清
理整治活動，集中清理在海（水）域航行、停靠、停
泊的涉嫌走私偷渡的大馬力快艇、鐵殼船等 「三無」
船舶，開展了11波次 「海嘯」突擊行動，查扣各類涉
走私 「三無」船舶4412艘，其中大馬力快艇1948艘，
銷毀涉走私 「三無」船舶3033艘。

i深關上線「郵件狀態查詢」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深圳海關移動服

務應用 「i深關」近日上線 「郵件狀態查詢」功能，企
業和個人用戶登錄後即可查詢郵件在海關的通關狀
態， 「指尖服務」助力業務 「掌上查掌上辦」。

據悉，企業和個人登錄進入 「郵件狀態查詢」模塊
後，只需要輸入郵件號和姓名，即可瞬時查詢郵件通
關狀態，已申報的郵件會顯示海關的審核狀態，審核
不通過的郵件海關會顯示下一步辦理提醒事項，引導
用戶前往指定線上平台辦理相關業務手續。

分享搶訂隔離酒店經驗
「很激動，大半年沒有回去了，這次是要回去和家

人一起過年。」昨日，在深圳灣口岸香港一側，手拿
行李、一身時尚打扮的黃小姐在接受採訪時如是說。

深圳灣口岸香港一側的工作人員也表示，最近從口
岸往內地的人流很多，工作較以往更加繁忙。

這期間，有接受採訪的港人分享如何搶訂深圳隔離
酒店的經歷。 「我很早已經訂了，大概兩星期前弄好

了，如果現在才訂應該是來不及。」王先生說，深圳
隔離酒店如今已 「爆滿」，需要提前做好準備才能保
證 「有位」。

王先生還表示，雖然現在隔離仍然不方便，但目前
是 「對兩邊都好」的辦法，希望香港和內地都可以很
好地控制疫情。

黃小姐用 「快、準、狠」來形容搶訂深圳隔離酒店
的過程。 「因為現在名額減少，我是搶了很多天，一
直搶不到，之後拜託了很多朋友一起搶，最後才好不

容易搶到的。」她說。

成功預訂「開心到睡不着」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賴先生對記者表示，他已經有

一年多沒有見過自己在內地的奶奶了，很想回去看
看她，也見一見內地的朋友。

「但其實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因為在酒店隔離也
挺無聊的。30天的假期，其中21天都在隔離，剩下
的時間應該要去拜年，留給自己自由活動的時間其
實不多。」賴先生說。
而帶着兒子一起從香港回到深圳過年的張小姐則表

示，能搶到隔離酒店房間名額回鄉過年，她昨晚 「開
心到睡不着」，雖然隔離的時間很長，但有小朋友和
她一起度過，感覺會比較好。

「我們可能就在酒店看電視、吃東西、睡覺，但希
望除夕前可以見到家人，與他們團聚。」張小姐說，
她也祝願不管是身在香港還是內地的港人都可以平安
健康過新年。

深圳灣口岸現過關潮
港人盼春節返鄉團聚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農暦春節臨近，不少港人、 「港漂」 都
選擇提前從香港返回內地，在深圳的酒店接受隔離後，與家人團聚，共度
新春。
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公布的數字，近一周內，每日通過深圳灣口岸及

港珠澳大橋出境去往內地的人次維持在約900至1500，且選擇從深圳灣口
岸出境的人士居多。

港科大副教授王吉光獲首屆鍾南山獎

深圳設逾百未成年人庇護點

深圳根治欠薪冬季行動追回4530萬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首屆
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評選結果昨日在廣
州揭曉，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王吉光
在內的1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獲獎。

團隊與內地多家醫院合作
十位獲獎人中，四位來自大灣區，王吉

光是唯一來自香港的獲獎者。王吉光為科
大夏利萊夫人副教授，任職於生命科學部
兼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共同領導組建亞
洲腦膠質瘤多組學數據聯盟，通過多組學
大數據整合和數學建模，在繼發性膠質母
細胞瘤中發現可靶向的 METex14 致癌突
變，在替莫唑胺治療後復發的膠質瘤中發
現導致腫瘤抗藥的MGMT融合基因；又
發現顱內海綿狀血管瘤的內皮細胞中存在
MEKK3-I441M激活性突變，結合影像數
據，首次定義了海綿狀血管瘤的分子分型，為潛在的
無痛診斷和靶向治療提供理論基礎。

王吉光通過視頻在大會發言，他非常感謝鍾南山院
士及評審委員的認可和鼓勵，感謝國家大力支持內
地與香港合作項目，特別感謝合作者和團隊成員的

重要貢獻。
王吉光表示，我更加堅定了利用大數據和計算方法

研究人類疾病的研究方向；對於計算生物學和醫學信
息學這個新興的領域來說，這個榮譽也起到極大的激
勵作用，相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投身這個領域，利
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研究醫學問題，幫助我們早日攻

克各種複雜疾病。
談到研究新進展，王吉光表示團隊正在與內地和

香港多家醫院合作，利用最新的多組學高通量技術
研究癌症的發生、演化和治療後抗藥的分子機制，
這些研究將揭示基因變異在疾病精準診斷和精準治
療提供理論依據和切實可行的方案。

鍾南山強調應視奧密克戎為「大敵」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分享會上進行了主旨演

講。鍾南山強調應視奧密克戎視為 「大敵」。因為
奧密克戎傳播極快，傳播指數高達6.7，遠較德爾塔
的1.3或者1.4為高。 「中國內地還沒有出現奧密克
戎社區傳播」，鍾南山認為，這並不意味着明天不
會出現。

在分析當前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時，鍾南山說，
西安從最高日增175例病例，到1月5日單日新增63
例，拐點已經出現，當地採取的極為嚴格的封控、
防控、防範措施奏效了。

春節即將到來，大家能否正常返鄉過年，鍾南山的
判斷是， 「中國兩針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86%，同時
大家都有很強的防控意識，因此春節假期不需要全國
封控」。

王吉光在分享會上視頻發言。香港商報記者黃裕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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