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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保税区与香港物流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搭建承接香港航空物流产业平台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

5月15日，珠海保税区管委会
与香港物流商会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强强联手，建立议
事会议制度和联络对接机制，
互通香港、珠海两地信息资源，
共同挖掘港珠澳大桥承载的经
济功能，谋划推动保税区有效
承接香港航空物流产业。

据介绍，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港珠澳大桥即将通车背

景下，作为珠江口西岸唯一的珠
海保税区，紧邻港珠澳大桥洪湾
桥头出口和横琴新区，坐拥港珠
澳大桥桥头堡之利、保税政策功
能和对外开放优势。珠海保税区
抢抓机遇，专门成立物流产业招
商团队，重点瞄准珠三角和港澳
地区物流资源和物流机构开展精
准招商。

为有效承接香港航空物流产
业，珠海保税区积极协调香港物流

业界代表香港物流商会在保税
区设立的招商咨询服务处，梳理
香港航空物流业对通关便利化
诉求及其他需协调解决的问题，
推动物流行业交流会议及考察
活动等顺利落地，协助开展区域
宣传、政策宣讲、展会布置、以商
引商等系列企业服务工作，开展
香港空运、跨境电商及冷链物流
等业务沟通与合作。

香港物流商会成立于2005

年，是香港物流业界甚具影响力
的商会，旨在促进中国香港、中
国内地和国际物流业的合作和
交流，以香港为桥梁，为外资进
入内地市场创造条件，为内地同
行在香港和国际拓展业务提供
支援，共创商机。

珠海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
宋伟、香港物流商会主席钟鸿
兴、名誉会长罗煌楓出席签约
仪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
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国家强起来要靠创
新，创新要靠人才。

4月24日，珠海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的号召，发布了史上
最强最优的“珠海英才计划”新
政。那么，如何利用珠海的先
天优势，集聚人才，留住人才，
发挥人才的作用？就上述问
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事
科学研究院法制与绩效研究室
副主任张敏博士。

记者：张博士，请您分析一
下聚集人才、抢占人才高地的
重要性。

张敏博士：中国作为一个
后发的大国，很多产业处在价
值链的中低端，要实现价值链
的跃升向高端发展，靠的是技
术和创新，而技术和创新的核

心是人才。但目前中国与发达国
家在人才储备上有比较大的差
距，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基础比较
好，在人才争夺方面一直具有一
定的优势。

记者：对标世界几大湾区，粤
港澳大湾区如何集聚人才？

张敏博士：国际上比较有名
的大湾区比如美国的旧金山湾
区、日本的东京湾区等在人才的
集聚上已经非常具有优势了，中
国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
战略的核心也是要打造一个世界
级城市群，而世界级城市群关键
的就是人才的集聚。

世界几个大湾区在人才集聚
重点上有所差异，比如旧金山湾区
更多集聚的是以硅谷为主的技术
型人才，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
面向的是港澳人才的交流与流动，
同时要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两
区产业发展做好人才的匹配工作，
各城市之间要在区域合作和分工

上有共识，根据产业的差异化，
进行差异化的人才引进。

记者：上个月底，珠海推出
史上最强“英才计划”，有了政
策上的引导，珠海还要做好哪
些方面的人才工作？

张敏博士：珠海人才工作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珠海于
2013年发布的《人才工作条例》
是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颁布之后的第一部地方性人
才立法。在全国人才、地区人才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珠海结合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需求提
出了珠海英才计划，这是一个比
较务实的人才计划，对珠海未来
人才的集聚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人才的集聚不仅需要
政策上的引导，更需要城市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综合管理
服务系统，能把引进的人才留
住，激发人才的动力让人才发挥
最大作用。

目前全国的一线城市、新
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
市，都在行动起来抢抓人才工
作，各地区普遍意识到，在人口
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产业
的转型升级需要人才的支撑，
各地区结合自身的特点突出人
才政策的特色。珠海在打造最
强的“英才计划”新政基础上，
还要根据产业发展规划、未来
的战略布局，精准地匹配产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确定重点
需要引进哪些类人才，将人才
工作做精做细。

人和城市是一个互动、螺
旋式上升的过程，珠海未来还
应该利用好城市先天的优势如
粤港澳大湾区的布局，珠海已
有的产业优势，优美的城市环
境，包容的文化氛围等，打造出
珠海城市名片，更好地吸引和
集聚人才。

本报记者 王芳

用好珠海先天优势
集聚天下各路英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法制与绩效研究室副主任张敏博士专访

本报讯 记者张文单报道：
“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日之际，珠海市金融工作局、
市公安局在全市多地开展宣传
活动。市金融工作局披露，去年
崩盘、涉案金额亿元的“华夏传
承”传销案也曾在珠海设立据
点，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
公室及早出击，及时消除了一场
金融风险。

今年的宣传日活动在富华
里商业广场设主会场，香洲、
斗门、金湾、高栏港和高新分
局辖区各设一个分会场，主题

“与民同心，为您守护”，重点围
绕非法集资、传销特别是网络
传销和银行卡盗刷、假币等常
见多发经济犯罪，揭露常见犯
罪手法，提示风险危害，推动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击和防
范经济犯罪。

据市金融工作局有关人士介
绍，在全省处非工作考评中，我市
连续4年获评优秀，2016年全省第

二，关键是在处非工作中“打早、打
小、打苗头”，将非法集资项目扼杀
在萌芽状态，去年处置的“华夏传
承”案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

去年6月，东莞“华夏传承”
传销公司崩盘，相关头目跑路，
大量参与人员聚集东莞追讨本
金、报案。案发后，东莞市检察
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
批捕22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
计涉案金额上亿元。据了解，

“华夏传承”公司全称“华夏国际
投资集团公司”，以卖泸州老窖
大兴合高端酒为幌子发展会员，
核心模式是以静态和动态为主
进行分红返利，静态最少可投
2000元最高可投3万元不等，周
回报率高达23%。动态就是“拉
人头”，直接发展一个人可以拿
到8%的领导奖，发展加入的人
越多就拿得越多，可以无限代地
拿钱。

案发前，“华夏传承”在珠海
也设有据点，去年2月初露出非

法集资苗头，立即被市处非办监
测到并打掉，且追回资金。“华夏
传承”珠海载体为2016年2月成
立的珠海市全能商贸有限公
司。去年2月24日，该公司在吉
大某老牌酒店举办“华夏传承
（珠海）大兴品酒会”，人数高达
300人，香洲区处非办接报后立
即安排3名工作人员赶赴现场，
核实情况，告知华夏传承涉嫌传
销及非法集资的风险，要求取消
产品宣传环节，要求公司及法人
代表不得在珠开展相关业务活
动。随后，在市处非办指示下，
区处非办于3月 1日约谈公司
法 人 代 表 肖 ×× 及 股 东
袁××，再次阐述华夏传承的
传销特征，即将踩非法集资红
线，强调严禁在珠海开展任何
相关业务。在市处非办的进一
步要求下，该公司深刻反省并
签下承诺书，承诺合法合规经
营，不参与非法集资。其后，还
向参与人退还了资金。

涉案金额亿元的“华夏传承”传销案曾在珠海设点

我市及时“拆弹”化解风险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近日，富
山工业园在对园区企业例行检
查时发现，一企业重金属排放超
标达数百倍之多，为掩盖非法排
污的事实，竟然还在监测数据上

“做手脚”。目前，该企业已被市
环保局依法查封，其违法证据将
移交公安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4月13日上午，富山工业园
对园区企业例行检查时发现，珠
海锐某隆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污水污染防治设施闲置，未按
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运行。此外，现场还发现污
水操作工违法用自来水稀释镍
一类污染物车间废水排放口。

接到富山工业园管委会的通报
后，市环境监察分局四大队立即
赶赴企业开展执法工作，并对该
企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监测。

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重金
属排放超标几百倍，属严重超
标。同时，工作人员还发现该公
司通过非核定排污口排放污染
物，自动监测数据存在弄虚作
假、隐瞒、伪造、篡改的情况。

随后，市环保局对珠海锐某
隆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污
水运营服务商珠海市某环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现
场笔录，并下发《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

5月9日，珠海锐某隆五金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因违法排污被市
环保局依法查封，生产车间及污水
污染防治设施被贴上封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重金属排放超标十倍以上
的，该企业违法证据将移交公安
部门开展两法衔接处理，追究企
业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并对企
业提起公益诉讼。

富山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园区环保违法
查处力度，加大检查监督频次，
严格企业环保责任落实，坚持以
人为本，环境优先，切实改善环
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

重金属排放超标几百倍，还在监测数据上“做手脚”

一企业非法排污被依法查封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莫扎
特《C大调奏鸣曲》、肖邦《夜曲》、
久石让《天空之城》……5月 15
日，珠海市第一中学的报告厅中，
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演奏声、古
筝弹奏声，吸引了一中上百名师
生前来聆听。据介绍，该场“音韵
漫步”夏季音乐会全部由学生演
奏，学子们多才多艺，混声合唱、
钢琴独奏、古筝钢琴二重奏、小提
琴二重奏等均不在话下，高水平
的表演让师生们沉浸在了古典音
乐的世界中。

当天，在珠海一中合唱团混
声合唱的《我唱出了世界的声音》
中，拉开了学生音乐节的帷幕，随

后，由戈启坤同学独奏的巴赫《羊
儿可以安静地吃草》、莫扎特《C
大调奏鸣曲》等精彩钢琴曲目，让
台下的师生们如痴如醉。

“我从4岁开始就练习弹奏
钢琴了，对音乐非常热爱，今天学
校能够为我们办音乐会，圆了我
们在学生时代办一场音乐会的梦
想，内心特别激动和感激。”已经
过了钢琴十级、英皇考级八级的
高二学生戈启坤介绍，自己虽是
声乐特长生，但是未来希望能够
读法律专业，将音乐作为终身爱
好，“因为可能不从事音乐行业，
所以特别珍惜能够办音乐会的机
会”。

一中合唱团
表演的混声合唱

《我唱出了世界
的声音》。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书写
内容，要求工整、规范、流畅、完
美。”开赛前，监考老师一遍又一
遍强调比赛要求，提醒小选手。
15日，第二十四届小学生硬笔书
法比赛在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拉开序幕。在为期两天的比
赛中，来自香洲区、金湾区58所
学校的1602名小学生将同台竞
技，比比谁的字好看。据悉，本届
硬笔书法大赛参赛人数较去年大
幅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年来，青少年硬笔书法学
习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书写
工整的中国字，并在书写过程中

用心体会汉字的美感，培养起对
汉字以及汉语的兴趣正成为汉语
教学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由共青
团珠海市委员会、市少工委主办
的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旨在倡导
中华书法艺术之美，陶冶性情，锤
炼品格，提升审美情趣。

“汉字书写也是一门学问。当
今社会，频繁使用电子产品对孩子
们的书写能力带来一定影响。哪
怕是大人，很多字看着认识，动手
写起来就忘记笔划了。”有带队老
师表示。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已
成功举办多年，成为我市教育教学
活动的品牌之一。比赛现场，来自
各校学生全神贯注、认真书写。

全市1600多名小学生比拼硬笔书法

弘扬传统文化 书写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