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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南沙動工

賀一誠：預計11月可恢復內地旅行團赴澳遊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澳門行【本报讯】【本报讯】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澳門行【本报讯】

政長官賀一誠24日宣布，將恢復澳門居民赴內

地及內地旅行團赴澳旅遊。他表示，國務院副

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23日下

午在北京主持召開視頻會議，聽取了關於澳門

當前經濟形勢和有關工作情況的匯報。經會議

溝通，澳門居民期盼的內地電子簽證、內地旅

央行报告： 资产对人民币
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吸引力

　　 新華社北京9月24日【本报讯】【本报讯】　　 新華社北京9月24日【本报讯】

電（記者吳雨）中國人民銀行日前發

佈的報告顯示，我國金融市場開放持

續推進，人民幣資產對全球投資者保

持較高吸引力。截至2021年末，境外

主體持有境內人民幣股票、債券、貸

款及存款等金融資產金額合計為

10.83萬億元，同比增長20.5%。

　　人民銀行日前發佈的《2022年人

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人民幣國際

化各項指標總體向好，人民幣支付貨

幣功能穩步提升，投融資貨幣功能進

一步深化，儲備貨幣功能不斷上升，

計價貨幣功能逐步增強。

　　 走進新疆喀什古【本报讯】【本报讯】　　 走進新疆喀什古【本报讯】

城，縱橫交錯、曲徑通幽的街巷，層

疊錯落的古樸土屋、精美的磚雕窗

櫺……古城特有的歷史厚重感和文

化融合神秘感，令人流連忘返。

　　這個古城裏曾有喀什市最大的

棚戶區。黨的十八大以後，喀什市棚

戶區改造工程全面鋪開，喀什古城改

造工作進入快車道。短短幾年，總投

資逾70億元、面積達8平方公里的古

城危舊房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水、

電、氣、路、網、綠化等社區配套基

礎設施全部完善配齊，20多萬人口的

居住環境煥然一新。

　　喀什古城改造過程中，政府部

門充分聽取居民意見，採取「一戶

一設計」方式，做到保持古城原風

貌，符合居民改造意願，保證房屋安

全抗震。

　　按照「修舊如舊」原則，少數

民族民居特色被最大限度保留下來。

別具一格的木雕、鐵藝、繪畫在這裏

隨處可見，7000多戶具有歷史文化價

值的傳統民居在保留原有空間格局基

礎上被修繕加固。喀什古城改造專案

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評價。

　　古紮社區位於古城的核心區。

轄區內道路整潔、屋舍井然，醫療、

教育等機構齊全，居民10分鐘就能趕

到社區衛生室，小朋友不出街區就能

進入幼稚園、小學上學。社區黨支部

書記熱則耶·麥麥提說：「居民一

步邁進了現代都市生活。」

　　改造中，政府有關部門著眼提

升古城綜合功能，大力開發商業和旅

遊業，增強當地居民就業、致富

「造血功能」。2015年，喀什古城

榮膺國家5A級旅遊景區稱號。

　　這些年，喀什古城名氣越來越

大，國內外遊客慕名而來。人們在欣

賞古城獨特民居、街巷的同時，可盡

情遊逛極富民族特色的玉石巴紮、銅

器巴紮、帽子巴紮、陶器巴紮，以及

艾德萊斯絲綢、烙鐵燙畫等各類店

鋪，體驗手工製作樂器全過程，品嘗

地道的新疆羊肉串、烤包子、羊肉抓

飯……

　　年輕的巴亞吉·庫迪熱特的童

年是在這裏度過的，古城改造後，他

家的土坯房變成臨街三層「小別

墅」，房子外牆貼著精緻的民俗特

色牆磚，每個樓層窗臺外種著鮮花，

爬山虎從牆根攀援到屋簷下。眼下，

房子的二三樓住人，一樓改建成商

店，貨品琳琅滿目，其中有不少產自

國外的酒、咖啡等。「我開的是國

際超市，你說是不是？」巴亞吉笑

著說。

　　喀什古城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2020年的一次旅遊，讓河南姑娘王瑋

留了下來，在喀什古城開了民宿和咖

啡館。她說，在這裏感受最深的是和

睦的鄰里關係，「平日我輔導鄰居

孩子寫作業，鄰居時常送我一些特色

小點心，很有溫情」。

　　39歲的吾斯曼·艾海提學習維

吾爾族傳統木雕工藝已經20多年，如

今在古城開了自己的店鋪。他說，遊

客把他親手做的民族工藝品帶到各

地，是讓他最自豪的事情，「希望

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我的家鄉」。

　　發自內心的笑，洋溢天山南

北。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疆有效改善

城鎮居民生活環境，增強城市基礎設

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功能，優化城市佈

局，提升城市形象和城鎮化品質，切

實增強各族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

2012年以來，新疆累計實施城鎮保障

性安居工程238.53萬套，老舊社區改

造4762個，惠及居民74.23萬戶。

梁振英：建設全球科技創新⾼地

　　梁振英：推動香港與內地科技交流合

作
　　梁振英在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動工儀

式上致詞時表示，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最高級別

的科學盛會，大灣區科學論壇必將為大灣區建

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建

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注入

全 新 動 能 ， 產 生 積 極 深 遠 的 影 響 。

　　梁振英又指出，隨着論壇永久會址正式動

工，未來我們將堅持通過這一橋樑紐帶，推動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科技交流合作走深走實，互

動更加頻繁，從而幫助南沙實現高質量引進來

和高水平走出去。在共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門

戶，對外擴大合作平台的同時，促進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梁振英隨

後與其他出席嘉賓推動拉桿，象徵該會址正式

動工。

　　組成「粵港澳大灣區最強智庫」
　　在戰諮委成立大會上，大灣區科學論壇主

席白春禮宣布戰諮委成立並宣讀委員名單。首

屆戰諮委委員共23人，主任委員由全國政協副

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主

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白春禮擔任；廣東省省委

常委、副省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曦擔任

常務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謝伏瞻，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香港大學

校長張翔，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皇

家工程院院士、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擔任

副主任委員；以及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

工程院、科研機構及高等院校的16名院

士、學科帶頭人任委員，共同組成「粵港

澳大灣區最強智庫」。涵蓋了來自能源科

學、粒子科學、材料物理、分子生物學、

海洋科學、神經科學、信息科學、社會科

學、植物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院士和學科

帶頭人。

　　白春禮表示，「建設論壇，發展論

壇，謀劃眼光需要高瞻遠矚。戰略諮詢委

員會是大灣區科學論壇的重要諮詢機構，

是論壇能夠行穩致遠的重要依託。」戰諮

委將圍繞服務大灣區科學論壇發展，開展

決策諮詢活動，為論壇科學決策把脈、建

言、獻策。

　　激發「科技+金融」雙輪驅動效

應
　　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位於南沙明

珠灣起步區核心區域「科學島」，規劃用

地面積約為10萬平方米，地處珠江出海口

●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位於南沙明珠灣起步區核心區域「科學島」。（受訪者供圖） ●梁振英表示，大灣區科學論壇必將為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受訪者供圖）

　　 在國務院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本报讯】【本报讯】　　 在國務院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本报讯】

（以下簡稱《南沙方案》）100天之際，地標性重要項目「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

24日舉行動工儀式，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親臨主禮並發表講話，表示大灣區科學論壇

必將為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項

目以「千帆競渡、科技遠航」為設計理念，建設一艘聯通中國與世界的科技方舟，於

2025年建成投用。此外，大灣區科學論壇戰略諮詢委員會（以下稱戰諮委）亦於同日宣

布成立。

進入南沙中心城區的視野中心，多條

水道在此匯聚，與南沙的「文化

島」、「金融島」和中科院明珠科學

園遙相呼應，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值

得注意的是，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

址距明珠科學園一期僅約4.5公里，與

位於南沙橫瀝島尖的國際金融論壇

（IFF）永久會址隔水相望。這也意味

着，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可成為

明珠科學園科技交流功能的重要渠道

和展示窗口，也將和國際金融島實現

深度互動，激發「科技+金融」雙輪驅

動效應。

　　該項目由學術中心、科技館、科

創中心、科學家公寓及配套設施等構

成，除保證大灣區科學論壇專業活動

需求外，還兼具多元性、複合性功

能，涵蓋辦公、會議、展示交流、商

業服務、文化娛樂、藝術展覽等。

　　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建成後

將通過舉辦大灣區科學論壇，吸引國

際科學家團隊和高科技企業匯聚粵港

澳大灣區，實現跨國界、跨學科、跨

領域的深入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提升

廣州南沙的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

向世界的影響力。

　　會址以「千帆競渡、科技遠

航」為設計概念
　　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早前主辦

建築概念方案國際競賽，向全球廣徵

設計方案，最終由廣東省建築設計研

究院有限公司（GDAD）與株式會社佐

藤綜合計畫（AXS）聯合體勝出。設計

單位相關負責人介紹，項目以「千帆

競渡、科技遠航」為設計概念，會

址由三個單體組成，採用分散布

局，方形體量被雕刻為數個富有節

奏的風帆與隱喻海浪的屋面單元，

喻示了新時期中國科學發展百舸爭

流、千帆競渡的拚搏精神。融合江

水激流、綠意起伏的壯觀地景隨建

築蔓延入江，流露了南沙的在地風

貌，也譜寫了激流勇進的創新決

心。

　　今屆論壇12月南沙舉行
　　據了解，2022大灣區科學論壇

將於12月在南沙舉行。今年的會議

主題為「智匯灣區、灣和世界」，

由一個主論壇，多個分論壇和特色

活動構成。目前各項工作正在積極

籌備中。

　　大灣區科學論壇是由「一帶一

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發

起、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的國際合

作交流平台，旨在為各國政府、科

學家和科研人員、創新企業家以及

金融界專家等提供一個討論科學發

展趨勢，共享科研成果，催生創新

合作，促進產業發展的高層次交流

平台，圍繞舉辦高水平科學會議、

建設高水平智庫、促進國際交流與

合作研究、協助引進國際頂尖高技

術人才及項目、提供科學服務、打

造論壇品牌、設立科學研究基金、

設立大灣區科學獎項等8個方面開展

相關工作，形成引領世界科學發展

的戰略思想策源地、合作共贏共享

聚集區和科技產業創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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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團赴澳旅遊將恢復。

　　賀一誠指，內地旅行團赴澳門遊因應

疫情已停辦近3年，有關籌備工作大概需要

1個月的時間，預計11月可落實。會議亦同

意澳門可使用涉及內地的土地，輕軌東線

可連通關閘至青茂口岸。此外，會議亦商

討了機場擴建跑道及擴充停機坪事宜。

●賀一誠24日表示，將恢復內地旅行團赴澳游。（中新社資料圖）

　　數據顯示，人民幣跨境使用

延續穩步增長態勢。2022年上半

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為

20.32萬億元，同比增長15.7%，

在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額中占

比上升至49.1%。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持續完

善跨境貿易、投融資人民幣結算

等基礎性制度，激發市場主體使

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積極

性，跨境人民幣業務服務實體經

濟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2022年上半年，經常專案與

直接投資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合

計為6萬億元，同比增長23%；貨物貿易中跨境

人民幣結算占比提高至16.6%，較去年同期提高

1.9個百分點；跨境電商人民幣結算金額為

4317億元，同比增長20.7%。

　　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有80多個境外央

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根據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22年一季

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達2.88%，

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

籃子時上升1.8個百分點。

　　人民銀行表示，下一階段，將進一步夯實

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制度安排，滿足好實體

部門的人民幣使用需求，推動更高水準金融市

場雙向開放，促進人民幣在岸、離岸市場良性

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