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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之光」摩天輪啟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靜抒報道：歷經近三年建設，深圳歡
樂港灣 「灣區之光」摩天輪 18 日開放，與美國拉斯維加斯 「豪
客」摩天輪、新加坡 「飛行者」摩天輪、英國 「倫敦眼」摩天
輪組成世界四大全天景迴轉式大轎廂摩天輪。作為華僑城集團
的嶄新力作， 「灣區之光」摩天輪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全新城市
地標。
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局長曾
相萊，副局長楊永群，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副局長
馮增軍，寶安區委書記姚任，區長王立德，華僑城集團有限
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姚軍，華僑城集團副總經理倪征，
華僑城深西集團/酒店集團總經理謝滔，華僑城深西集團黨委
書記郝剛等共同出席 「灣區之光」摩天輪開放儀式，為 「灣
區之光」摩天輪啟幕。
倪征致辭表示， 「灣區之光」摩天輪將正式點亮灣區海岸

線，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時尚夢幻新地標。作為深圳西部海岸線
上的都市旅遊新名片， 「灣區之光」摩天輪代表深圳點亮了灣
區的國際化濱海城市新地標。歡樂港灣作為華僑城響應國家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的新一代城市公園綜合體標杆力作，助力
大灣區打造 「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灣區之光」摩天輪自 2019 年 10 月第一根立柱成功安裝，
歷經諸多關鍵環節，從立柱、塔頭、中心主軸的順利安裝，到
主體零誤差合圓，再到 28 個轎廂完成全部安裝調試，建設團隊
克服重重難題，充分詮釋深圳速度和深圳質量，最終將完美的
摩天輪呈現於世人面前。
摩天輪國內最大的全天景迴轉式轎廂和世界首創的魚鰭狀異
形大立架，16.8㎡的超大空間轎廂最多可容納 25 位遊客，通過
全天景轎廂 360°的玻璃，遊客可全方位欣賞窗外美輪美奐的
風光景色。

南風窗春季峰會探尋中國經濟新動能

新基建將成投資熱土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由南風窗傳媒主辦
的 「尋找中國經濟新動能」 2021 南風窗春季峰會 17 日在
廣州舉行，峰會匯聚超過 400 位來自中國先進製造業、
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高端服務業的嘉賓及從業者。著
名經濟學家向松祚在會上表示，當前中國的所有經濟政
策都將朝着脫虛向實展開，新基建將持續成為中國經濟
新的投資熱土和新增長點，國內大循環戰略的關鍵是科
技創新內循環。

科創主要依靠國內自主創新
向松祚在演講中提到，全球經濟短期內會出現加快
恢復，中國企業必須努力開拓新的市場，更加注重開
拓國內市場。
「當 前 中 國 所 有 政 策 都 將 朝 着 脫 虛 向 實 方 向 展
開」，向松祚表示，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持續成
為中國經濟新的投資熱土和新增長點，此外，國內大
循環戰略的關鍵是科技創新內循環——自力更生、自
主創新、新型舉國體制，科技創新主要依靠國內自主
創新的生態體系」。
在最後的總結中，向松祚給出了一些 2021 年的大趨
勢見解：中國經濟有望出現強勁恢復性增長，人民幣
匯率穩中繼續升值，資本市場將繼續維持上漲態勢。

輸入性通脹壓力明年料緩解
延續向松祚對於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中泰證券首
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針對市場需求繼續探討了全球通脹
壓力下如何調整資產配置結構。

在全球央行大放水背景下，
隨着海外經濟的企穩復甦，中
國面對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
向松祚在 「尋找中國經濟新動能」 春季峰會上發表演講。
提高。不過，在李迅雷看來，
這刺激了一些新消費的出現，而不斷湧現出的優秀粵
隨着 2022 年全球經濟增速再度回落，形勢也會隨之緩
商都與廣東的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緊密聯繫，也與中
解。另外，他認為，2020 年，房地產和出口對中國
國經濟的新動能息息相關。
GDP 貢獻巨大，2021 年製造業投資有望大幅反彈。
劉洋談到，在中國經濟動能中運用科技的力量對團
針對存量經濟主導下如何理性投資？李迅雷提出三
隊和技術進行創新，能夠促進企業不斷向上，帶動上
大思維：一是資產配置需抓大放小；二是需要資源優
下游產業鏈的發展。朱小斌表示，中國經濟當前的新
化配置，提高生產率；三是優勝劣汰，躺着賺錢時代
動能更多集中在企業家身上，需培育 「新企業家精
結束了，躺着中槍的幾率大了。
神」。
企業力量續賦能廣州競爭力
如何尋找到中國經濟新動能？彭偉認為，企業應優
化組織架構，打造完整的生態圈，打造集研發、個性
在主旨演講結束後，商業文明史專家秦朔、領教工
化製造、物流、銷售與一體的體系，是重中之重。此
坊聯合創始人朱小斌、視源股份 MAXHUB 總裁劉
外，讓基礎產業高級化也是需要考慮的重點問題。
洋、蔡司光學中國區總裁彭偉開啟高端對話。
峰會上，南風窗傳媒的衍生內容品牌—— 「南風窗
秦朔表示，許多人認為廣州在中國一線城市中的競
•鹽財經」啟動，主創團隊將傾力關注大公司、金
爭力岌岌可危，但他卻非常有信心，這種信心來自廣
融、地產、城市等多個領域並產出深度報道。
州的企業力量。每天有 10 億人在微信上生活、工作，

前海 8 項產業扶持政策徵求意見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娜報道：近日，深圳前海管
理局在其官網發布了《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人才發展專項資金實施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等 8 項產業扶持政策，徵求社會各界意見。
8 項扶持政策涉及前海人才發展、辦公用房、鼓勵
總部企業、支持金融業發展、促進商貿物流、新興產
業發展、專業服務發展、社會公共服務保障等多方
面，支持力度再次加大。

多層次支持新興產業企業
前海作為探索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在制
度創新、對外開放和法治建設等方面皆走在全國前
列。據統計，10 年間前海深港合作區註冊企業增加值
增長 44.9 倍，年均增速高達 89.2%。2019 年，前海深
港合作區經濟密度達 152.6 億元/平方公里，稅收密度
達 28.5 億元/平方公里，均位居全國同類新興區域之
首。
此次擬集中釋放的 8 項政策側重點不一。對認定為
高層次的人才，將給與最高 720 萬元的人才獎勵；針

對前海辦公用房釋放量較大，此次政策提出，擬不再
設租賃辦公用房面積不少於 150 平方米的條件；根據
前海金融發展特色適度降低獎勵准入門檻；針對進出
口企業規定，中國進出口企業 200 強或可享最高 30 萬
元獎勵；從新興產業企業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形態出
發，制定差異化認定條件和多層次支持額度；對符合
條件的重點專業服務業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等，最高可
一次性給予 300 萬元集聚支持；在前海新開業的三級
醫院可再申請 1000 萬元的一次性開業扶持等。
此前，前海已推出了與人才發展相關的扶持政策，
但原有政策已經失效。此次公開徵求意見的《徵求意
見稿》，是結合前海實際情況推出的具有前海特色的
人才政策 2.0 版本。

人才政策 2.0 版聚焦三類群體
該 2.0 版的管理辦法重點聚焦高層次人才、港澳青
年、歸巢人才等三類群體。其中在高層次人才方面，
經前海管理局認定的傑出人才、領軍人才和青年人
才，分別給予 720 萬元、324 萬元和 216 萬元的人才獎

勵，分 6 年平均連續發放。
港澳青年方面，擬對來前海工作的港澳青年，按博
士 6000 元/月、碩士 4000 元/月、學士 3000 元/月、副
學士及以下文憑 2000 元/月的標準給予就業獎勵。
歸巢人才方面，每年安排一定資金，獎勵對前海產
業發展做出貢獻的人才，要求在前海納稅不低於 100
萬元的機構或不低於 30 萬元的港資機構全職工作，在
前海繳納了工資薪金所得稅。獎勵標準為：上一年度
在前海直接經濟貢獻 5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的，按其
直接經濟貢獻的 25%給予獎勵；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的，按其直接經濟貢獻的 35%給予獎勵；100 萬元以
上的，按其直接經濟貢獻超過 20%部分給予獎勵。
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上半年，前海纍計有世界
500 強投資企業 324 家，內地上市公司投資企業 934
家，持牌金融機構 243 家。2019 年度，前海實際利用
外 資 41 億 美 元 ， 佔 深 圳 市 的 53.3% 、 廣 東 省 的
20.5%、全國的 3%；外貿進出口總額 8722 億元，其中
前海灣保稅港區進出口總額 1285.5 億元，在全國 14 個
保稅港區中位列第一。

「香港周」 助力穗港文化交流融合
內地城市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為兩地
市民帶來豐盛的文化盛宴。值得一提
的是， 「香港周」期間將為廣州市民
帶來多場戲劇演出，包括大細路劇團
的《BB 大過天之點、線、面》、中
英劇團的《初見》以及香港話劇團的
《玩轉婚前身後事》。大細路劇團
《BB 大過天之點、線、面》，以最
基本的元素剖析藝術，為大小朋友帶
來最純粹的快樂。

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呈現
除了戲劇和舞蹈， 「香港周」的音
樂節目也值得期待。著名的香港管弦
展覽中的香港獅頭扎作技藝 樂團將在駐團指揮廖國敏的帶領下，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由廣州市文化廣
以精妙的經典樂曲組合，為觀眾呈獻一場東西方音樂
電旅遊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
的薈萃。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卧虎藏龍》協奏曲版
合統籌的大型文化交流盛事 「香港周」，17 日開始與
本，重現著名中國作曲家譚盾的這支曾榮獲奧斯卡最
廣州市民見面。
佳原創音樂大獎的經典作品，樂團更邀請著名大提家
「香港周」將陸續推出 15 個節目，涵蓋音樂、舞
李垂誼作獨奏。
蹈、戲劇、電影、展覽等多項內容。據悉，本次活動
香港中樂團將帶來的 「春江·十面」音樂會則由藝
以藝術節和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着力推動香港與
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指揮，為觀眾精選五首名

曲，包括《十面埋伏》《梁山伯與祝英台》等，打造
一場令人難忘的音樂盛宴。此外，美聲匯將帶來歌劇
作品《當莫扎特遇上達．龐蒂》，以輕鬆幽默的手法
演繹改編自莫扎特的古典名曲及達．龐蒂譜詞的作
品。
同時，香港金牌音樂監製趙增熹、馮穎琪以及殿堂
級填詞人周耀輝還為樂迷們精心籌劃了兩場特別的音
樂節目《HK POP 2.021 （I、II）》；趙增熹將率領
多位新晉唱作人，與無伴奏合唱組合吾聲（VSing）
合作，帶來一系列原創音樂作品；馮穎琪和周耀輝則
策劃了一場別出心裁的音樂微電影旅程。
喜歡看展的朋友還可在體驗 「香港周」活動的線上
展覽，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籌劃的 「循聲覓
道—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線上展覽導賞，將向觀眾
們展現非遺傳承人為節慶打造的各種工藝品及相關製
作工具。
據了解，以上大部分節目都將在 「香港周」獨家戰
略網絡合作平台騰訊藝術上線，為期 3 個月。
喜愛香港電影的朋友們可參觀《流光·飛影》2021
香港電影主題攝影展或觀賞 「一脈·雙城」電影放映
會。上述部分演藝節目亦會以線下公益場形式在廣州
大劇院及星海音樂廳播放。

槍林彈雨造就
一等功臣
【香港商報訊】
記者王娜報道：在
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 年 之 際 ， 深
圳市寶安區組織採
寫多位寶安軍人的
精彩故事，集結成
書，歌頌人民英
雄，羅成就是其中的一位老兵。
羅成，1924 年 12 月出生，1942 年參軍，先後輾轉湖
南、廣西、貴州等地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廣西
剿匪戰役、抗美援朝戰爭，多次立功，其中在廣西剿
匪戰役中被評為 「
一等人民功臣」。
羅成今年已 97 歲高齡，身體長期伴有病患，雖不能
正常說話，但心態非常好。記者近日通過電話採訪了
他的兒子。羅成兒子告訴記者，父親為人特別好，在
村裏很有威望，鄰里家務事也經常請他出面解決，羅
成始終踐行着一位革命老戰士的本色和初心。記者根
據羅成以往的講述內容並結合歷史資料，回顧了他曾
歷經槍林彈雨的光輝歷程。
1924 年 12 月，羅成出生於廣東羅定一個農村的貧寒
家庭，年紀很小時羅成便和表哥一起去廣西梧州筋竹
鄉一個地主家裏打工，後來離開地主家加入共產黨部
隊。1942 年是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一年，羅成隨部隊
輾轉廣西、湖南、貴州等地，經歷抗日、解放戰爭及
剿匪戰鬥，參加大小戰鬥 10 多次。
1950 年初，廣西剿匪作戰全面展開，在槍林彈雨
中，羅成機智勇敢地與土匪頭目周旋，最終活捉匪
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評為 「
一等人民功臣」。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羅成應徵參加，
被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第 15 軍某團，經過短暫集訓，
年底便奔赴朝鮮投入戰鬥。羅成所在部隊駐扎在 「三
八線」附近的五聖山陣地，五聖山前面的上甘嶺地區
就是羅成所在團的防禦陣地。上甘嶺兩邊的小山頭，
一個海拔 597.9 米（597.9 高地），另一個海拔 537.7 米
（537.7 高地），兩個山頭互為犄角，背靠五聖山，是
五聖山前沿的重要支撐點。
1952 年 10 月，美軍發起 「金化攻勢」，攻佔五聖山
前志願軍 2 個連據守的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進而
奪取要地五聖山。戰役在上甘嶺激烈展開。從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雙方在上甘嶺地區不足 4 平方公里的
兩個高地上，展開了長達 43 個晝夜的攻防爭奪戰。羅
成回憶說，整個上甘嶺戰役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戰爭史
上罕見的，他親眼看見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下，羅成
及活下來的戰友在激戰中英勇頑強，最終消滅了入侵
的敵人。
1953 年，羅成復員回鄉後在供銷社工作，也當過大
隊治保主任。1980 年遷至寶安工作生活。無論是在部
隊，還是復員後參加工作，不管生活多麼艱苦，羅成
始終腳踏實地、積極肯幹，工作表現很好，得到領導
與同事們的充分肯定。

粵偵破各類涉網案件 1310 起
今年以來，廣東警方堅持以打開路、重拳出擊，嚴
厲打擊黑客攻擊破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網絡水
軍、網絡竊聽竊照、網絡黑產、暗網犯罪等各類源頭
性和支撐性網絡突出違法犯罪，全省共偵破各類涉網
絡違法案件 1310 餘起，抓獲嫌疑人 3130 餘人。黃裕勇

暨大附屬實驗學校落戶穗增城
廣州市增城區暨南大學附屬實驗學校簽約暨揭牌儀
式 17 日在增城新塘鎮舉行。據悉，該校是由暨南大學
和廣東名可名教育投資有限公司合作創辦的一所國際
化民辦學校。
當日，蘇國輝院士，廣州市第十五屆人大代表、全
國民辦教育協作創新聯盟副秘書長續紅，中國男子短
跑運動員、暨南大學體育學院副教授蘇炳添，中國數
學奧林匹克高級教練員顧濱，暨南大學藝術學院副院
長朱圭銘教授被聘為暨南大學附屬增城實驗學校顧
問。
李苑立

深企業累享中新自貿關稅優惠 105 億
據深圳海關統計，截至 2021 年 3 月，中國—新加坡
自貿協定實施 12 年來，深圳關區企業共享進出口關稅
優惠 105.34 億元。
作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
之一，新加坡與中國一直保持密切的經貿往來。新加
坡為自由港，出口至新加坡的大部分產品關稅已為
零。對於中國的出口產品而言，主要是出口的原產酒
類產品可享關稅優惠，中新自貿協定的實施以享惠進
口為主。
據統計，深圳關區纍計享惠進口協定項下貨物 99.98
億元，關稅減讓 11.76 億元；纍計為關區出口企業簽
發中國—新加坡自貿協定證書 6.6 千份，涉及貨值 5.36
億元，預計減免關稅 2681.91 萬元。
姚志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