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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果园港 建港口联盟

扩大对外开放，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必须先行。重庆两江新区积极推
进与四川港口城市的合作，以果园
港、宜宾港、泸州港等主要港区为节
点，合力构建铁水、水水联运通道，共
同打造长江上游港口联盟。

目前，重庆两江新区以果园港为
核心，共开通了至四川宜宾、泸州、广
元等6条水水中转航线，实现了长江
上游干线的航线全覆盖；与成都公路
口岸共建“无水港”，共同探索推进长
江港口功能延伸和成渝地区通关便
利；开行至成都、西昌、攀枝花等地的
铁水联运集装箱班列；实现成渝两地
保税功能共享，物流成本下降5%以
上。

果园港是我国内河最大的多式
联运枢纽港，加上聚集“东西南北”四
向联通的优势，成为了四川港口“大
改小”“散改集”的重要中转港口。

果园港外的长江上，来往的轮船
日益频繁，其中，不少来自四川。果园
港与四川宜宾港、泸州港等地开行集
装箱水水中转公共支线，已实现天天
班的常态化稳定运行，不断延伸的物
理大通道在拓展着川渝合作的有形空
间。

“我们目前已经与四川境内的宜
宾港、泸州港建立了深厚的业务合作
关系。两个港口的磷矿可在果园港实
现‘散改集’，再经由黄金水道运往东
部地区；而从东部地区运输的铁矿石
则可以在果园港进行‘大改小’，从而
满足上游航行条件，运往宜宾、泸州，
再分发到四川各地。”重庆港盛船务有
限公司综合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来的
是磷矿，回去的是铁矿，这样一来，让
去程货与回程货趋于平衡，避免跑空，
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

截至目前，在果园港进行“散改
集”进行中转的磷矿石达到6000多标
箱，总计约17万吨；进行“大改小”中
转的铁矿石有3000多标箱，总计约
10万吨，两项数据合计同比增长超
160%。

为更好地统筹利用长江上游港航
物流资源，深化两地港口合作，双城对
外开放加速向“一条江”迈进。

去年，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
川南港务公司携手组建成立重庆川
渝港航物流有限公司，实现川渝港口
的协调联动，促进两地港口资源与物
流需求有效衔接，统筹发挥长江黄金
水道作用，畅通川渝地区物资进出大
通道。

■拓展大通道融入双循环

随着汽笛轰鸣，从果园港出发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慢慢驶
出站台，这里面就包含了从四川运来
的元明粉、膨胀剂等产品，将运往缅
甸、印度等地。

东边经长江黄金水道运抵果园
港的矿石、建材、粮食等货物，可通
过“铁水”“水公”中转发往四川等
地。

以果园港为起点的中缅新通道
（重庆-临沧-缅甸）国际铁路班列，中
越(重庆果园港-越南河内)等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进一步畅通了两地南
向国际贸易大通道；两地携手打造的
中欧班列（成渝），将培育发展成为内
陆地区西向国际贸易大通道；渝穗班
列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为西部地区开辟新的华南出
海口。

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成渝）在果园港无缝衔接，
辐射能力延伸至西北、西南等地，畅
通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大通道。

果园港也成为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开放的重要窗口，将推动
两地对外开放实现新跨越。

下一步，果园港还将推动常态
化开行广元、广安等地至重庆的货
运“水上穿梭巴士”，带动川渝港航
物流一体化发展；探索多式联运“一
单制”改革，依托港口“铁公水”枢纽
优势，在川渝内陆城市培育无水港，
做好国际班列运行保障，构建覆盖
川渝、面向西部、放眼国际的畅通物
流体系。

（据重庆两江新区公微）

近日，在前海举办的粤港澳科技
创新合作论坛上，前海管理局与香港
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以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增
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为基本合
作目标，着重在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
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方面不断
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管理局局长
曾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科协主
席蒋宇扬，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副校长
宫鹏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前海管理
局副局长王锦侠与香港大学协理副校
长潘巍在线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王锦侠表示，香港大学作为世界
顶尖高校，在人才、科研、技术、国际化
等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前海作为深
港合作的国家战略平台，是港澳高校
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地。双方将在高
等法律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青年
创业学院、碳中和试点示范区建设、前
沿科技产业园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携手共建开放创新合作新格局。

香港大学将在前海开展法学硕士
以上学位教育，推动涉外法律人才建
设和培养；研究和探索“双区”建设中
的法律及制度设计问题，为粤港澳大

湾区跨境法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
供支撑；研究前沿科技法律问题、中国
企业海外法律风险及合规诉讼、国际
仲裁与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仲裁规则
等国际法律难点、热点问题，为强化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做
出前海贡献。

香港大学将在前海为香港青年提
供教育、孵化及创业实践“三位一体”
的支持服务，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创业中心，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创
新创业基地。

香港大学将聚焦金融科技研究、
金融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打造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联合实验
室与技术产业化中心；聚焦数字货币
与区块链、监管科技与数字取证、网络
安全与数据分享及ESG和绿色金融等
领域的研究与成果转化，打造成为集
产学研于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
融科技创新引擎。

香港大学将在前海培育科技创新
人才，加速科技创新和商业化进程，积
极推荐香港大学培育的科技创新公司
落户前海，并吸引香港大学优质行业
合作伙伴在前海设立研究中心，开展
领先领域的战略研究合作，建立创新
技术生态系统。

（据深圳前海公微）

前海管理局与香港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加强白洋淀生物多样性保护，营
造优美和谐的鸟类栖息地，努力展现白
洋淀独特的“荷塘苇海、鸟类天堂”胜
景，近日，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划定9个
鸟类重要栖息地，其中大阳鸟岛、木栈
道、十里荷香、庆洋鸟岛、沙洲鸟岛五个
栖息地为绝对控制区，藻苲淀鸟类保护
带、桃花岛鸟类野化中心为相对控制
区；府河、孝义河河口湿地进行了细化
分区，将湿地前置沉淀塘和潜流湿地划
为相对控制区，将府河河口湿地水生植
物塘、孝义河河口湿地水生植物塘和多
塘系统划为绝对控制区。

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
草原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强白洋淀鸟类栖息地管理的通
知》，绝对控制区严禁任何人类干扰活
动，禁止交通工具进入，不得建设任何
生产生活设施；相对控制区严禁人车船
擅自进入，不得建设任何与鸟类保护无
关的设施，最大限度限制人类活动。鸟
类重要栖息地实施全封控管理，对壕
沟、通道实施生态隔离，安装警示标志，
明确管控要求，实施常态化进出控制。

通知要求，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
及科普等活动要在绝对控制区以外，并
保持安全距离；科研人员不得擅自进入
鸟类栖息地，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

繁殖；禁止追逐鸟群、干扰及影响鸟类
正常繁殖和迁徙等行为。

白洋淀湿地全域列为禁猎区、全年
为禁猎期，严格落实禁猎规定，坚决查
处非法猎捕、捡拾鸟蛋、破坏鸟巢等危
及鸟类生存、繁衍的活动，清理各种非
法捕杀鸟类的工具。

严禁破坏水生动物洄游通道或者
野生动物栖息地，加强禁渔区、禁渔期
巡查检查，严肃查处在鸟类重要栖息地
从事捕鱼、挖捕底栖生物行为，没收禁
用渔具、网具，保护鸟类食物链。

禁止向湿地内排放不符合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
他污染湿地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
丟弃、遗撒固体废物。

通知要求，河北省有关部门要加强
对雄安新区职能部门监管执法的督促
指导，分工负责、加强协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要统一组织协调鸟类多样性
保护工作，负责各类非法向湿地排污行
为监管执法；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加
强对鸟类栖息地管理，负责对非法捕
鸟、捡拾鸟蛋等破坏鸟类生存环境行为
监管执法；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水
生动物保护工作，负责非法捕鱼、禁渔
期管理等监管执法。

（据雄安发布公微）

免税强磁力激发消费新活力。自
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
整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海口海关共
监管离岛免税商品销售金额906亿元、
销售件数1.25亿件、购物旅客1228万
人次。日均购物金额1.24亿元，较新
政实施前增长257%。销售金额前三
大商品为化妆品、手表、首饰。

据了解，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
免税新政落地，离岛旅客免税购物额度
由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免税商品品
种由38种增至45种，取消单件商品
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新增燕窝、酒
类、手机等7大类免税商品。2021年2
月，离岛免税购物增加离岛旅客邮寄送
达、岛内居民返岛提取两种提货方式，
有效解决了离岛旅客提货排队时间长、
随身携带不便等问题，让离岛旅客“满
载而归”“满意而归”。

“海口国际免税城预计今年将投入

使用，非常期待有更多品牌入驻，让我
们消费者有更优质的购物选择。”在日
月广场免税店购物的李女士对海南离
岛免税政策大力点赞。她说，海南离岛
免税经营主体、实体店不断增加，商品
品牌不断丰富、购物环境持续优化、营
销方式更加多样，将有力提升离岛旅客
的购物体验感和满足感。

新品牌进驻、新产品上架，不断推
动海南离岛免税品牌、品种、价格与国
际“三同步”。从“海外购”到“海南购”，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的成绩令人瞩
目，海南离岛免税“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成为带动海外高端消费回流、推动
海南旅游业提质增效、助力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有力抓手。据了解，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全岛
免税销售网络，实现国外商品和国内购
买力充分对接，计划吸引免税购物回流
3000亿元。（据海口日报，文/曾昭娴）

906亿元！

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实施两周年成绩单出炉

白洋淀划定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

青头潜鸭在白洋淀湿地停留。

近日《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新十条”措
施》（以下简称《新十条》）正式发布。
《新十条》多措并举，力度空前，为吸引
人才不遗余力。

◆“三新”引才 力度空前

一是政策扶持再添“新”力度，奖
补力度全国领先，单个在南沙就业的
港澳青年，3年最高可获51.5万元奖
补资金，单个在南沙创办的港澳青创
企业，3年最高可享450万元奖补资
金。

二是增设南沙独有“新”条款，全
国首创“薪金补贴”“职业资格、技术职
称和执业资格证书补贴”“促进就业奖
励”“一卡走南沙”4项独有条款。

三是构建支持配套“新”链条，从
就业、安居置业、生活就医等方面构建
全方位保障奖补政策，多措并举，打消
港澳青年在南沙就业的顾虑；从企业
落户、配套支持、青创基地运营等方面
打造全新创业支持链条，为港澳青创
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创业支撑。

◆十条举措 全面覆盖

1、鼓励港澳青年就业
给予到南沙就业执业的港澳青年

一次性最高12万元就业奖励和每月
最高5000元薪金补贴。给予聘用港
澳青年的用人单位 最高20万元招聘
录用奖励。给予促成港澳青年南沙就
业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组织、机
构 最高10万元促进就业奖励。

2、服务港澳青年实习体验
每年提供不少1000个区内实习

岗位，提供食宿、交通、保险等保障服
务，并设立不少于200万元专项实习
补贴。

3、促进港澳青年职业成长
鼓励在南沙的港澳青年参与各类

职业技能培训，给予获取职业资格、技
术职称和执业资格证书的港澳青年
最高8万元补贴。

4、支持港澳青年创办企业
开辟港澳青创企业落户绿色通

道，提供登记注册、场地租赁、人才招
聘、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支持和最高

370万元创新创业奖补资金。
5、推动港澳青创企业成长提速
营造开放包容的创业生态，支持

港澳青创项目积极对接市场、培育市
场。发起设立10亿元规模的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基金。

鼓励风投基金投向区内港澳青创
项目，按照投资额度累计予以最1000
万元奖励。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区
内港澳青创项目予以信贷支持，给予
最高250万元贷款风险补偿。

6、打造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

建设一批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每年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给
予获得港澳特区政府或市级及以上
政府部门授牌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一次性最高100万元的1:1配套
奖励。

7、开展港澳青年交流活动
对在南沙、港澳地区主办或承办

粤港澳青少年大型交流活动的境内外
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50万元活动补贴。对为南沙引进粤
港澳青少年活动或组织港澳青少年来

南沙研学交流考察的境内外企业、社
会组织、机构，给予每年最高30万元
奖励。

8、帮助港澳青年安居置业
解决港澳青年住房之忧，为符合

条件的港澳青年提供港澳青年公寓
或给予每人每年最高2万元住宿补
贴。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购买
共有产权房。

9、发放“港澳青年人才卡”
符合条件的持卡者在南沙可享

受居留、住房、子女入学、就医、工商、
税务等全方位绿色通道服务，实现

“一卡走南沙”。给予在南沙创业就
业的港澳青年每人每年最高2万元生
活补贴和每人每年最高5000元医疗
保险补贴。

10、建立港澳青年服务驿站
依托区内港澳青创基地，打造港

澳青年服务驿站。建立首席服务官
制度，为来南沙游学、实习、就业的港
澳青年提供全流程一对一定向管家
式服务，及时为港澳青年提供适应性
辅助。

（据广州南沙发布）

奖补力度全国领先

南沙“新十条”解读

果园港。

近日，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
举行第五次会议。会
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推动，积极服
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合力打造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欧班列（成
渝）等出海出境大通
道，深化生态环保联建
联治，加快建设内陆改
革开放高地。

据统计，今年以
来，四川宜宾港、泸州
港在果园港进行“散改
集”“大改小”货物总计
已近27万吨，同比增
长超160%。

畅通大通道 融入双循环
重庆两江新区打造港口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