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柏永、吳敏報道：記者從近日召
開的 「引才融智 創新未來」安徽省蕪湖市人才資本對
接會上獲悉， 「十四五」時期，蕪湖將用活人才平台，
大力實施 「紫雲英人才計劃」，推進 「3113」人才工
程，發揮人才發展集團 「強磁場」作用，建設安徽創新
中心，打造 「創業蕪優」之城。

據介紹， 「紫雲英人才計劃」目前已正式發布9個實
施細則，並可通過市人才一體化綜合服務平台申請市青
年英才租房補貼、市青年英才購房補貼、市在校學生參
加 「揚帆計劃」產業實習補貼兌付。

安徽蕪湖打造人才「高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 實習生張靖祥
報道：昨日，深圳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截至1月16日21時，深圳累計
報告17例病例。其中，前16例屬於同
一傳播鏈，病例17基因測序結果為奧
密克戎變異株，為一起新的獨立疫
情，其流調溯源工作正在進行中。

昨晚，深圳市舉行疫情防控新聞發
布會上，坪山區委常委、副區長袁虎

勇表示，截至目前，已追蹤到病例17的
密接、次密接人員337 名，並按

防疫規定對住在坪山區的
相關人員進行集中隔

離，涉及市內其它
區和本市外的人員
均已發函協查，
確保全面管控，
不漏一人。

根 據 深 圳 市
疾控專家現場指
導意見，將坑梓
街道紅嶺小區一

巷 16、17、18 號三
個樓棟劃為封控區，

將坑梓街道紅嶺小區劃

為管控區，全面實施圍合管理，人員只進不出。

「靚靚」 現身深圳做義工
深圳全員核酸檢測正在有條不紊進行中。昨日，

有不少深圳市民在南山區一核酸檢測偶遇藝人 「靚
靚」袁詠儀。穿着 「社區志願者」紅馬甲、戴着口
罩的她在現場幫助維持秩序，並出示二維碼讓居民
掃碼。這一暖心偶遇也迅速衝上了微博熱搜第一，
不少網友誇讚 「靚靚」人美心善。

珠海中山均有新增個案
【又訊】記者陸紹龍、陳彥潔報道：昨日，珠海

市召開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1月16日0—15時，
珠海市新增2例本土確診病例，累計報告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9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新增確診病例
在集中管理的密切接觸者中檢測發現，新增病例近
日的主要活動範圍在香洲區南屏鎮，仍為同一條傳
播鏈。全部病例在定點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據悉，截至 16 日 15 時，已追蹤到密接者 2650
人、次密接者4007人，並全部落實管控措施。自
16日起，珠海市連續三天每天開展一輪全員核酸
檢測，助力全市快速有效控制疫情。

此外，中山在1月13日發現的1例新冠病毒核酸
陽性個案的密接隔離人員中新發現1例無症狀感染
者。

劉悅琳同學分享結緣
滑雪運動的經歷。

天津本土確診超兩百宗
15日0至24時，天津市新增33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含6例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其中
輕型21例，普通型11例，危重型1例。無新增無症狀
感染者。自1月8日至15日，天津市累計報告本土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214例，在院214例。累計報告無症
狀感染者22例。

在昨日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天津市
衞生健康委二級巡視員何鵬表示，綜合分析天津當前

新發新冠病毒感染者發現途徑，主要來源仍為集中隔
離及居家隔離人群，主要分布於封（管）控區域。綜
合考慮傳播風險，對發生病例所在同樓棟等高風險人
員實施集中隔離是非常必要的，不僅包括密切接觸
者，也包括經過專家判定具有較高感染風險人員和不
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人員。

另據介紹，自1月9日零時起，天津對全市養老機
構、市級公辦福利機構、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機
構住養區域實施全封閉管理。積極協調有關單位進
入機構內上門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協調屬地指揮部優

先開展養老機構人員檢測，目前三輪篩查已完成。

安陽加強人員車輛管控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河南安陽昨日再度升級防控措

施。據安陽市疫情防控舉行第八場新聞發布會上消
息，1 月 8 日以來，該市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 250
例。當天，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
局、司法局四部門聯合發布《關於依法加強人員車輛
管控的通告》要求足不出戶、車不上路、店不經營。

目前，正在全力阻擊德爾塔病毒和奧密克戎病毒的
河南，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河南省衞健委16日消
息稱，1月15日0時至24時，全省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29例。但相較前幾日，新增病例有所下降。河南本輪
疫情 「重災區」之一的禹州市 16 日也傳來利好消息
稱，1月15日，該市完成第11輪全員核酸檢測逾100
萬人，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實現社會面零新增。

值得一提的是，據最新消息，為進一步提早發現和
管控疫情風險，在進返北京須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和 「北京健康寶」綠碼的基礎上，自2022年1
月22日零時起至3月底，進返京人員在抵京後72小時
內，需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據中國國家衛
健委網站昨日消息，1月15日內地報告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19例。其中境外輸入病
例 54例；本土病例 65例。無新增死亡病

例。新增本土病例中，天津報告33例，其中津南區32例、西青區1例；河南29
例，其中安陽市15例、許昌市7例、鄭州市7例；北京1例，在海淀區；陝西1
例，在西安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陳
彥潔報道：昨日，深圳龍崗布吉
街道東心嶺疫情指揮中心外圍有
市民暈倒，保安發現後，龍崗區抗
疫志願者對領隊鍾金強與指揮部醫
生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開展急救，經檢
查，患者有呼吸，有心跳，但意識薄
弱，撥打 120 後，進行現場急救，患者
基本恢復意識，120 到場後將該市民接往
醫院就診。

目前，徐先生正在深圳武警醫院接受治療，目
前病情穩定。徐先生稱，多虧了東心嶺疫情防控現場指
揮部和醫護人員的及時施救，對此深表感激。

福田公布22家定點藥店
【又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日前獲悉，深

圳市福田區已在全區10 個街道共設有22 家定點
藥店，銷售 「37+2」種感冒退熱葯品，在定點藥
店周邊還設置有核酸檢測點，方便市民購葯前進
行核酸檢測。

相關部門再次提醒，前往定點藥店購葯的市民，
請出示48小時之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健康碼及行程
碼，並在藥店門口的核酸檢測點完成核酸採樣後，
再進店購葯。

深圳一男子暈倒
抗疫志願者施救

北京冬奧參賽雪車吉林造
【香港商報訊】記者冀文嫻報道：隨着2022北

京冬奧會的腳步越來越近， 「冬奧在北京、體驗
在吉林」行動不僅持續釋放精彩， 「吉林製造」
更是在冬奧會上一展風采。

2021年9月10日，中國首款自主高端雪車正式
交付國家體育總局。這輛中國一汽與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攜手研發製造的國產雪車實現國產雪車
「零的突破」，宣告內地雪車裝備長期依賴國外

品牌的歷史從此結束。
中國一汽研發總院整車開發部工程師王磊說：

「國產雪車採用全碳車身，強度大、重量輕，推
手可定製，靠背位置角度可調，能夠滿足不
同運動員身體條件的要求。整車採取平台化
開發，可以快速迭代優化。」

專家介紹，雪車是冬季運動器材的價格之
王，每輛造價近30萬元人民幣。目前，中國
已具備年產60至100輛雪車的產業化能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翁海倩報道：近日，記者在新疆
文化和旅遊廳舉辦的媒體通氣會上了解到，新疆發布了
包括 「喜迎冬奧冰雪旅遊+體育系列活動」等千餘項活
動，豐富了新疆整個冬季文化旅遊產品的供給。

在會上，新疆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書記侯漢敏介紹稱，
新疆將根據南北疆不同特點，用足用好冬季冰雪資源、
歷史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優勢，助力營造濃厚的冬奧氛
圍，讓全國各地遊客到新疆既可欣賞冰雪世界、滑雪、
樂雪，又可享受溫暖陽光、品美食、體民俗，從旅遊活
動中感受豐富的文化內涵。

新疆冰雪資源特色明顯，目前共有72家滑雪場，建成
5S 滑雪場 5 家，4S 滑雪場 5 家，形成了 「一心兩山 N
點」的冰雪旅遊發展格局。

新疆籌辦系列活動迎冬奧

【香港商報訊】記者寇剛報道：昨日，政協甘肅
省第十二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蘭州開幕，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港澳委員通過視頻 「雲」參會。

甘肅省政協主席歐陽堅作甘肅省第十二屆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時高度肯定了港澳委員履職工
作。報告指出，甘肅通過團結合作匯聚各方力量，
動員港澳委員圍繞愛國者治港治澳正面發聲，通過
媒體開展 「港澳委員看甘肅」活動，引導港澳委員
積極推動甘肅與港澳經濟、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均取得突破性成果。

報告指出，今年，甘肅擬啟動港澳委員 「走隴
原、看甘肅」活動，使其介紹好甘肅省改革發展的
新成效，推動甘肅與港澳各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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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港澳委員
積極「雲」參會

津豫新冠疫情仍膠着

深發布金融業「十四五」規劃

「冰雪奇緣」迎冬奧 首屆灣區冰雪文化節在穗舉行

多地防控措施再升級

【香港商報
訊】記者賴小
青、陳彥潔報
道：距 2022 年
北京冬奧會開

幕不到一個月，羊城迎接冬奧會、參與冰雪運動熱情
不斷升溫。作為南國花城迎冬奧·首屆灣區冰雪文化
節的一項內容，體育教育研討會與故事會日前在廣州
花都區和廣州融創文旅城舉行。

匯集智慧力量助推冰雪文旅
在當天體育教育研討會中，來自教育體育界的專家

學者、行業精英、師生代表等展開專題研討交流，分
享難忘的體育情緣、暖心的冰雪故事，用行動提升全
民關注冬奧的熱度，為廣州形成全城迎冬奧的濃厚氛
圍助力加溫。此次研討會是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服
務和做大做強廣州冰雪產業的一項有力舉措。

暢言冰雪故事探索校園發展
作為當天活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體育教育故事會

在融創廣州大劇院開講。來自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

文旅企業的高層、冰雪行業的精英以及花都區相關學
校的校長、師生代表相繼分享了各自在體育教育方面
的特色亮點、令人難忘的工作經歷以及溫情、感人的
冰雪故事。

華南理工大學體育學院院長樊蓮香率先上台進行分
享，她表示，在加快推進全國青少年冰雪運動進校園
的大背景下，華工也積極推動冰雪運動進校園，助力
滑雪運動人才的培養，希望更多學校的學生一起參與
冰雪運動，從中能夠湧現出更多優秀的運動員登上世
界賽場，為中國爭光。

學生圓夢滑雪花城喜迎冬奧
故事會上學生代表——華南師範大學附屬花都學

校滑雪隊的劉悅琳同學分享了她與滑雪運動結緣的
經歷。她剛入校就被學校的滑雪課程深深吸引，經
過一年半的艱苦訓練後，在2021年長春舉行的 「築
夢冰雪·相約奧運」全國學校冰雪運動競賽——中國
小學生4乘400米混合接力越野滑雪比賽中，獲得第

五名的好成績。
作為體育名城，南國花城迎冬奧·首屆灣區冰雪文

化節系列活動的舉辦，將激發民眾的熱情，加快全民
冰雪運動的普及。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深圳市地方金融
監督管理局日前發布《深圳市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十
四五」規劃》。該《規劃》從總體規模、融資結構、
「四大中心」建設等多方面，安排部署了深圳 「十四

五」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值得關注的是，
「十四五」深圳金融業發展預期達到的系列指標裏，

包括希望金融業增加值約達6400億元、佔地方生產
總值比重16%左右，支柱地位進一步凸顯。

《規劃》提出，到 2035 年，進一步打通本外幣、
境內外、在岸離岸市場的資金互聯互通和對接合作路
徑，有效提升深圳在金融服務創新、金融標準制定、
金融風險管理等方面的國際話語權，增強深圳對全球
高端金融資源的集聚能力和配置能力，高水平建設全
球性創新資本集聚中心、全球性人民幣產品創新與投
融資中心、全球性財富與資產管理中心。

圍繞上述目標和發展指標，《規劃》從8方面明確
了「十四五」時期深圳市金融業發展的戰略重點和相應
措施。一是以國家戰略為牽引，推進金融業全面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二是以市場建設為重點，提升金融資
源配置功能；三是以創新生態為支撐，優化金融科技
創新鏈條；四是以跨境創新為特色，加快集聚高端要
素資源；五是以示範引領為目標，健全金融行業規則
標準；六是以服務實體為宗旨，大力推進 「金融+」
戰略；七是以科學監管為手段，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
險；八是以強化服務為基礎，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地方兩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報道：由泰康健投主辦的
「長壽時代大灣區老齡健康產業論壇」近日在廣州舉

辦，記者在論壇上獲悉，泰康保險集團將在大灣區大
規模布局養老、康復、醫療和老年生命產業鏈。

據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是泰康醫養康寧大健康投資
布局的重點區域。目前，泰康已在灣區構建了大健康
產業實體網絡，在大灣區形成更加完善的支付+服務
大健康產業體系。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據廣州海關初步
測算，RCEP實施首年廣東皮革、紡織和鞋靴產品對
日出口可享受關稅減讓約4700萬元人民幣，廣東皮革
產業迎來重大政策利好，將贏得更加廣闊的合作空間。

RCEP成員國一直是廣州往來最為緊密的國家，隨
着這一全球規模最大、發展潛力最大、成員結構最多
元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起航，一周以來眾多廣州企業獲
得降稅大禮包。

廣州海關提醒廣大進出口企業，應及時加強對
RCEP 協定的研究，充分掌握關稅減讓和原產地規
則，合理運用區域累積規則，降低產品獲得關稅減讓
門檻，提升產品競爭力。

RCEP實施粵皮革企
享關稅減讓近五千萬

泰康構建灣區康養產業體系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琳、歐陽萍報道：第十二
屆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昨日在廣西南
寧開幕，廣西政協主席孫大偉在作工作報告時提
到，過去一年，廣西政協率先在省級政協中創新視
頻連線方式與港澳委員聯繫，舉辦多場專場會議，
近200名港澳委員通過網絡為廣西建設建言。

過去一年，廣西政協港澳委員累計組織了100 多
場系列活動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愛國愛港愛
澳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記者了解到，因疫情影響，港澳委員已連續兩年
未能到場參會。本屆會議共有50名港澳委員提交了
49份提案。據悉，本屆廣西政協會議還將舉辦港澳
委員專場視頻討論會。

桂政協港澳委員組織
超百場愛國愛港活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地鐵今日開
啟2022年春運模式，在行車安排、防疫管理、客運
服務、設備保障等方面將採取多項措施，保障春運期
間乘客安全、便捷出行。

根據常態化防疫工作要求，廣州地鐵預測，節前春
運階段的出行客流高峰將集中在1月17日至28日，
線網日均客流將達750萬人次；1月29日至2月6日，
線網客流將較日常有所下降，預計日均客流約414萬
人次；節後春運階段（2月7日至25日）為抵穗客流
高峰，預計線網日均客流約807萬人次。

穗地鐵開啟「春運模式」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藝橋報道： 「工業智能
賦能數字經濟發展」第三屆 IHETT(智能＋產業
融合高端智庫)論壇近日在遼寧省瀋陽市渾南區舉
行。論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企業家等50餘
人，縱論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新機遇、新前景，
把脈遼寧以及瀋陽的數字蝶變。

本次論壇上，一批數字經濟的重點項目簽約落

戶瀋陽。其中，運營着東北最大超算中心的東網
科技有限公司與德國FEV集團、武漢船舶設計研
究院、德贏科技3家公司和機構簽約合作，未來
合作各方將依託東網科技的核心資源優勢，致力
推動瀋陽的產業聚集，打造工業計算與仿真中
心、智聯汽車大數據中心、輕量化中心等具有國
內、國際影響力的項目集群。

專家學者把脈遼瀋數字蝶變

深圳新增確診2個案 含1宗染奧株

體育教育故事會頒獎儀式體育教育故事會頒獎儀式。。

網友在深圳南山核網友在深圳南山核
酸檢測點偶遇正在做酸檢測點偶遇正在做
義工的袁詠儀義工的袁詠儀。。

志願者和醫志願者和醫
生對男子進行生對男子進行
救援救援。。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曉磊報道：黑龍江全省商務工
作會議日前召開，對2022年工作做了部署。

會議提出，2022年全省將以商務高質量發展為主線，
聚焦推動開放合作發展、現代商貿流通體系建設、黨對
商務工作的全面領導三方面，着力推進十項工作：實現
對俄經貿合作、對外經貿創新、招商引資規模質量、開
放合作平台建設四個突破，抓好現代商貿流通體系建
設、消費擴容提質、商貿流通模式和業態三個提升，同
時，夯實黨建基礎，為商務發展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
夯實數字商務基礎，為商務發展提供高效的運行保障；
夯實機制建設基礎，為商務發展提供強力的協調保障。

黑龍江公布商務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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