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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江蘇調低GDP增速為5.5%
夯實製造業基本盤穩中求進 科技創新置重要位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賀鵬飛 廣州、南京報道）廣

東、江蘇兩省十三屆人大五次會議20日分別在廣州和南京開

幕。雖然兩省去年GDP均保持8%以上的增幅，但政府工作報告在

今年的工作目標中，均調低本省GDP增幅2.5%以上，並將科技創

新作為重要規劃，力求突破一批核心關鍵技術。這意味着蟬聯全國

GDP排行榜前兩位多年的重要經濟省份，正在醞釀和籌備轉換發展

引擎。專家指出，調低的預期是基於近兩年全國各地GDP平均增速

後提出，且預留了合理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廣東省代
省長王偉中20日在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五
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特別強調，要
防範化解經濟領域重大風險。堅持房子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壓實
屬地責任和企業主體責任，按照市場化
法治化原則做好恒大集團等房地產企業

債務風險處置工作，決不允許發生影響
社會大局穩定的事件。
王偉中表示，越是企業困難的時候，各

級政府越要積極主動服務，幫助企業紓困
解難、共克時艱。
2021年12月3日，中國恒大集團在香港

聯交所發布了無法履行擔保責任的公告，
廣東省人民政府對此高度關注，對恒大進

行約談，並同意向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派出工作組，督促推進企業風險處置工
作，督促切實加強內控管理，維護正常經
營。
1月17日，中國恒大在官方微信表示，

集團截至去年 12月底的全國復工率達
92.9%。上月完成交樓近3.79萬套，並計
劃1月交樓3萬套。

廣東：穩妥推進恒大等企業債務風險化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021中國出生人口創近年新低，淨
增長僅48萬。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人口
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20日表示，中國出
生人口下降受多重因素綜合影響，其中
育齡婦女規模下降，2021年相比2020年
減少了473萬是重要原因。同時，年輕
人生育意願持續走低，生育養育教育成
本偏高以及新冠疫情都對生育產生影
響。中國三孩生育政策實施時間還不
長，短期內很難顯現出明顯效果。專家
預計，中國0-14歲少兒人口比例還會繼
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
中國目前仍處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期，但
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

育齡婦女較2020年減少473萬
談及今年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的問

題，楊金瑞表示，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
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下降是重要原因。
「十三五」時期，中國20-34歲生育旺盛
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

2020年減少了473萬。年輕人婚育觀念
顯著變化，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這
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
抑制生育水平。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
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
為1.73個，2021年降到1.64個。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宋健坦言，中國近年來一孩總和生
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總和生育率上升的
效果，這是群眾生育意願走低、婚育年
齡推遲、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等因素共同
影響的結果。未來一段時期，1981-1997
年間出生群體仍是中國育齡婦女的主
體，但後續進入育齡期的婦女數量在縮
減，由此導致育齡婦女總數持續下降，
內部年齡結構趨於老化，尤其是20-34歲
生育旺盛期育齡女性規模在2030年前下
降明顯，這將給出生人口帶來較大下行
壓力。

三孩政策短期內難現效果
「未來能否平緩出生人口下降趨勢，

關鍵在於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宋健
說，這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設，
緩解群眾面臨的壓力，推動適齡婚育，
提振生育水平。楊金瑞表示，中國實施
三孩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
生人口進一步下滑，推動實現適度生育
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但是，
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不一樣的，
人口再生產的周期長，影響因素多，生
育決策的因素很複雜，三孩政策在短期
內很難顯現出明顯效果。
對於中國未來會否繼續調整人口政

策，楊金瑞表示，中國始終堅持人口
與發展綜合決策，科學把握人口發展
規律，立足人口基本國情，不斷完善
生育政策，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
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下一步，各
地各部門要出實招、出硬招，着眼於
生育養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
支持措施，更好地滿足群眾生育意
願，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
口長期均衡發展。

中國人口紅利窗口期將關閉 冀各地出實招促生育

廣東今年涉港重點安排
●加強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推進「灣區通」工程和「數字灣區」建
設，拓展商事制度銜接、職業資格互認、標準對接等領域。

●推進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大灣區大學建設，提升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功能，為港澳同胞在粵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加

便利條件。
●規劃建設深港口岸經濟帶，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拓展深港合作新空間。

●探索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下的新型
管理體制，推動金融開放、法律事務、服務貿易、人才引進等支持
政策覆蓋至擴區後全部區域。

●推動廣東省內單位與港澳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引才聯合體，加
強與港澳在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

●探索建設大灣區跨境理財和資管中心，擴大「跨境理財通」規模，
建設港澳保險售後服務中心，推動「徵信通」「保險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東省代省長王偉中20日在廣東
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21

年廣東省GDP達12.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8%，在新的一
年工作安排中，廣東的主要預期目標
是：GDP增長5.5%左右；進出口總額
增長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5.5%。
江蘇省代省長許昆林在江蘇省政府

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江蘇全省GDP
總值達到 11.6 萬億元，同比增長
8.6%。預期今年GDP 增長 5.5%以
上。

或成今年GDP增幅風向標
由於廣東和江蘇連續多年蟬聯中國

各省市區GDP排行榜頭兩位，去年上
半年，兩省GDP超過全國GDP總量
的 1/5。兩省審慎調低GDP增幅預
期，或將成為各省甚至全國今年GDP
增幅的重要風向標。

江蘇將聚焦高端晶片等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年的工作安

排中，廣東省將科技創新放在了第二
大項。報告指出，「要強化戰略科技
力量，以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
引領，集中力量建設世界一流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群，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
術。」
許昆林亦強調，江蘇省將發揮財政

專項資金撬動引領作用，聚焦先進材
料、高端晶片、工業軟件、生物醫

藥、生物育種等亟需突破的領域，全
面推動重點項目攻關「揭榜掛帥」，
統籌抓好180項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
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組織實施前
沿重大基礎研究項目，部署推進100
項重點基礎研究項目，促進基礎研
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對接融通，着
力突破「卡脖子」環節。

體現廣東穩中求進發展基調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認為，

廣東去年GDP數據證明經濟結構調整
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成效。「製造業穩
住了廣東經濟的基本盤，而數字經
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產業則
成為廣東經濟的新增量，消費者則進
一步拉動了廣東新經濟業態的發
展。」至於今年的GDP預期增速下調
至5.5%則體現出廣東穩中求進的發展
基調。他同時表示，「過去兩年全國
GDP的平均增速為5.1%，廣東省經濟
體量龐大，將目標增速設定為略高於
這一數值是合理且預留有一定空間
的。」
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理事長

李志堅認為，高等級實驗室、大科
學裝置等設施的建設，將提高灣區
在基礎科學領域的源頭創新能力。
他還強調，在注重科創的同時，龍
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和高端人才的引
領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要聚集
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協同發展
形成合力。」

華大智造推「20合1」混檢應對法 時間不變檢測量翻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中國國家衞健委近日發布了
《關於印發新冠病毒核酸20合1混採
檢測技術規範的通知》，要求將採集
的20支拭子集合於1個採集管中進行
核酸檢測，以提升核酸檢測的效率及
能力。20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華大
集團旗下子公司華大智造獲悉，其研
製的全球首款全自動分杯處理系統，
可提供兩種20合1混檢的應對法，40
分鐘能實現通量翻倍。

零接觸自動完成工序
為響應國家抗疫的最新要求，快速

完成大規模人群的核酸檢測工作，華
大智造基於近兩年的一線抗疫經驗，

依託全自動MGISTP-7000分杯處理系
統緊急推出20合1混檢應對方法。該
系統是針對樣本採集管全自動化前處
理環節而特別開發的一款設備，可自
動化進行樣本信息錄入、開蓋、移
液、關蓋等一系列繁雜的工作，全程
樣本零接觸。
面對 20 合 1 的新需求，全自動

MGISTP-7000分杯處理系統的自定義
轉移功能，可根據需求定義樣本來源
孔位、目標孔位，以及移液體積。在
現有設備及條件的基礎上，採用將兩
支10合1的採樣管原管分別上樣，再
經軟件設置實現「2混 1」的濕混操
作，實現20合1的下一步核酸提取及
檢測操作，進而減輕後續核酸抽提的
樣本量，成本及檢測時間。
「自定義轉移功能可使得系統能更

加靈活地滿足移液需求，包括可任意
設置轉移孔位和轉移所需液體量。只
需軟件簡單操作，就可以將已有的10

合1採樣工作，轉變為20合1混檢，無
需任何硬件改動。這對於已使用該系
統的地區及醫療機構來講，可以輕鬆
實現20合1混檢操作。」華大智造自
動化研發總監李景表示。
同時，利用該系統輸出的樣本板，

還能與下一工序的核酸提取設備無縫
鏈接，在極大提高核酸檢測效率的同
時，依然能最大程度保障檢測人員的
安全。

過渡期適配15ml採集管
除前述方法，這套系統還可以通過

使用15ml樣本採集管，放入10ml採集
保存液，實現20合1的混檢。「我們
做了對比實驗，分別使用美迪科10ml
及15ml採樣管，從10合1含拭子採樣
管及20合1含拭子採樣管中自動重複
取樣8次，採集液體積分別為6ml和
10ml。兩種測試結果一致，能確保成
功率及檢測結果。」李景說。

華大智造產品經理李晨陽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10-15ml採樣
管市面上常見且大批量使用，而國家
推薦20合1使用的20ml-30ml採樣管，
目前則未有大規模生產及使用，在這
一過渡期間，使用上述兩種應對方法
既不浪費原有庫存、不影響通量，還
能大幅提高檢測效率，適用於大規模
人群核酸篩查工作。後續，會根據採
樣管的大小，再對機器進行樣本架改
進等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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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國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1月20
日通報，當日0時至16時，北京新增5例
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3例係1月
19日通報的核酸檢測陽性者診斷為確診
病例。根據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分級標準，
北京豐台區和房山區兩地涉疫小區升級為
中風險地區。
截至1月20日16時，豐台區玉泉營街

道萬柳園小區近14天累計報告3例本土確
診病例；房山區長陽鎮北廣陽城大街8號
近14天累計報告3例本土確診病例。經北
京市疾控中心評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
炎疫情風險分級標準》，上述兩個涉疫小
區升級為中風險地區，北京其它地區均為
低風險地區。
北京新增5例本土確診均與冷鏈有關。

北京已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和密切接觸者追
蹤，對所涉及風險點位進行排查，對各類
風險人員進行分類管控，並進一步加密市
場領域常態化核酸檢測，將進口冷鏈食品
從業人員由持7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上
崗，調整為持3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
可上崗。

●1月20日，廣東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 中新社

●華大智造推「20合1」混檢方法，全
程樣本零接觸。 受訪者供圖

●1月20日，江蘇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