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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11月5日上午，“深圳30平方
公里产业用地全球推介计划新闻
发布会” 在深圳市政府新闻发布
厅举行。 为了让更多的优质企业
参与深圳发展， 深圳将分批次集
中推出连片优质产业用地用于全
球招商， 本次可供产业用地35
块，总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

批量推出集中连片
优质产业用地

“这次我们史无前例地一次
性拿出30平方公里土地，面向全
球进行产业招商。 ”在发布会上，

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介绍，
深圳将推动形成新一轮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的高潮。 根据梳理，本次
可供产业空间一共是35块， 总面
积超过30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市
域范围内可供应产业用地约25平
方公里， 深汕合作区可供应产业
用地约5平方公里。

本次用地集中在35个片区，
按照产业门类，以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为主导的片区主要分布在
宝安、龙岗、龙华、光明、坪山和深
汕合作区， 以总部基地为主导的
片区主要分布在南山、福田，以科
技研发为主导的片区主要分布在
光明、大鹏，以高端物流为主导的

片区主要分布在宝安、盐田。 按照
地块面积，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
地块有9个，分别位于宝安、龙岗、
龙华、坪山、光明、大鹏、深汕合作
区等区，面积最大的地块达到4.8
平方公里，位于光明科学城内。

重点布局重大创新
载体等方向

深圳市本次推出的30平方公
里产业用地， 将重点布局重大创
新载体、 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三大方向。 首
先， 以光明科学城、 深港科技创
新合作区、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

重大平台为纽带， 全力创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聚焦信息科
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与技术,
积极争取筹建国家实验室， 加快
省实验室、 基础研究机构、 诺奖
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
大创新载体建设。

其次，面向未来发展方向，促
进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 深圳市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
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
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重中之重。 这一次又
特别围绕5G移动通信、8K超高清
视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五大重点发展方向集中发

力，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另外， 深圳将聚焦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推动实现产业链强链、
补链、延链。 目前，深圳市正在加
快实施科技计划管理改革22条，
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引进、培育、建设一批新型基
础设施和产业功能性平台， 实现
开放共享运营， 有效降低企业研
发测试成本和周期， 加快产出新
成果、 新技术， 撬动社会研发投
入，提升技术开发水平。

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表
示，12月中旬， 深圳市将举办全
球招商大会， 届时将会发布更为
详细的产业政策和地块信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辉报
道：11 月 5 日，备受关注的东莞
国际商务区（CBD）的占地面积
超 10 万平方米的巨无霸地块进
入最后竞价阶段。 当天，经过 4
家房企 32 轮激烈竞价， 该地块
被竞至 451152 万元最高限价
后，转方案评审方式出让。最终，
该地块由华润置地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拿下。
据了解， 该地块是东莞首宗以
“限地价 + 转方案评审” 方式出
让的地块。

5 日 8 时 30 分许，在东莞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上 ， 网 挂
2019WG044 号地块吸引不少房
企竞价。尤其是持竞拍号为 12 号
和 221 号的两家房企， 双方一路
你来我往，最终被 12 号房企竞至
451152 万元最高限价。

据业内人士分析， 该地块之
所以吸引房企竞价， 是因为该地
块位于东莞唯一的国际商务区
（CBD）内，而且是 CBD 内唯一大

型未开发的商住地。 据透露，参与
此次竞价的房企包括华润、东实、
保利和金地四家。

然而，尽管地块被竞至最高
限价，但是根据出让文件，地块
出让规则并非“价高者得”。 出
让文件显示， 当报价达到最高
限制地价后， 不再接受更高报
价， 竞买方式转为地块概念设
计方案评审， 竞买人须在资格
确认环节同意接受上限报价
后，提交设计方案，由评审机关
确定土地竞得入选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道：5
日，深圳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经
济运行情况，GDP增速为6.6%。 据
了解，今年一季度和上半年，深圳
GDP增速分别为7.6%和7.4%。

前三季度， 深圳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18689.13亿元。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19.14亿元，增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7338.04亿
元， 增长5.5%；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331.95亿元，增长7.4%。先进制
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7.2%和8.1%。

前三季度，深圳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7.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43.8%。从管理渠道看，房地产开
发项目投资增长11.9%， 非房地产
开发项目增长22.5%。 从注册登记

类型看，国有经济投资增长48.8%，
民间投资仅增长3.0%，值得注意
的是，外资投资增长了87.8%。

前三季度， 深圳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4778.39亿元，增长
6.8%，这低于全国同期8.2%的增
速，对比深圳上半年7.7%的增速
也降低了0.9个百分点。

另据海关统计， 前三季度深
圳进出口总额21140.92亿元，下
降1.8%。

截至9月末， 深圳金融机构
（ 含 外 资 ） 本 外 币 存 款 余 额
80536.66亿元，增长11.3%；金融
机构 （含外资） 本外币贷款余额
58268.85 亿元，增长 11.9%。

东莞国际商务区
巨无霸地块成功出让

系东莞首宗以“限地价 + 转方案评审”
方式出让的地块备战“双 11” 快递公司忙“招兵”东莞

据快递行业预测，2019 年快递业务旺季
自 11 月初至 2020 年春节（1 月 25 日）前夕，
共计 85 天，“双 11”“双 12” 以及春节前的电
商节集中促销将带动快递业务量的显著增长。
其中，“双 11”期间将出现电商销售旺季，为了
应对短期内急剧上升的包裹数量，东莞多家快
递公司不仅纷纷出台奖励政策，还多渠道“招
兵买马”全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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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
免 出 现 快
件积 压 ，快
递 公 司 都
会 提 前 配
足人员

多对学历经验无要求
近日， 东莞不少快递的中转

站点门口纷纷竖起了“招兵大
旗”， 开出高薪招聘快递员， 甚至
有快递点发出月薪上万寻人的招
聘启事。 据了解， 大多数快递公
司开出的应聘条件都只要求能够
吃苦耐劳、 熟悉路况 ， 对学历 、
从业经验等基本上没要求。

“每年‘双11’ 期间， 包裹派
送业务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为避
免出现快件积压， 快递公司都会
提前配足人员， 提前按计划、 多
渠道开展相关岗位人员的招聘储
备工作， 从快件打包、 分拣装车、
发运各环节进行专项应对。” 东莞
厚街圆通快递点一工作人员透露，
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公司就已经在
备战“双11” 了。

“快递高峰期一般会出现在
11月13日至19日， 一般10多天后
就恢复正常件量。” 西环路菜鸟驿

站工作人员表示， 这段时间除了
备战‘双11’， 还要应对‘双12’
快递高峰， 所以各个快递公司都
人手紧缺。 “我们顺丰也在招人，
‘双11’ 期间， 一个快递员的派
送量会增加30%~40%， 整个东莞
地区有100多个网点， 差不多每
个网点至少要增加2至5人， 最近
每天都有人来应聘。” 顺丰快递厚
街大道分部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 各快递公司更期待
能够招到能够长期工作的员工，
因为很多岗位还是需要正式员工
操作。 有快递公司称， 应急招聘
的临时工也只能担任打包、 分拣
等工作， 工资一般都是按小时计，
当日结算。

高峰期快递员工资过万
据了解， 平时快递员的工资

仅5000多元， 但“双11” 快件增
加， 很多快递点面临“爆仓”。 快
递公司为提高快递派送效率， 纷

纷设置奖励政策。
“去年， 我们站点工资最高的

快递员拿到了1.5万元左右。” 中
通快递员小贺是山东潍坊人， 他
从事快递行业已经三四年了， 在

“双11” 以后， 他和同事们加班加
点派送快递忙得晕头转向。 虽然
只负责新世纪上河居以及西环路
区域工厂的派送， 但他还是会忙
到凌晨两三点。

“‘双11’ 期间的快递太多了，
每天至少200件包裹要送完， 最多
的一天送了400多件的快件 ， 以
前一天跑两三次就行， 这几天每
天都要跑四五趟送货 。 ” 小贺介
绍， 自己早上7点前就到公司分点
的仓库取货开始派送， 争分夺秒，
将任务完成。 “每天完成300件的
任务， 公司会按每件奖励5毛钱，
也就是150元， 完成400件任务奖
励 200元 。 ” 小贺说 ， 去年“双
11” 他就拿了800元的奖金 。 平
时一个月才拿6000多元工资， 这
个月他预计能突破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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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推出最大规模
总面积超30平方公里，将重点布局重大创新载体、新兴产业集群

和产业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三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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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巴塞罗那陷入小低潮，
今晨在欧冠小组赛第4轮，西甲
豪门在主场被捷克球队布拉格
斯拉维亚逼成0比0， 本赛季在
正式比赛的主场全胜金身就此
打破。

在F组，巴萨2胜2平积8分排
名第一， 多特蒙德积7分紧随其
后，国际米兰积4分排名第三，布
拉格斯拉维亚积2分垫底。

上周末，巴萨在西甲客场以
1比3被莱万特逆转， 防守端表
现很糟糕，今晨则在进攻端状态
很低迷。 巴萨10次射门6次射
正，却无法逾越如有神助的门将
科拉尔。 第35分钟，梅西射门击
中横梁。 第58分钟，梅西左路传
中，比达尔推射入网，但视频助
理裁判（VAR）判定梅西越位在
先，进球无效。

赛后，巴萨主帅巴尔韦德谈

到诺坎普球场发出的嘘声时坦
言：“大家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
这很好。我们连续两场比赛发挥
不理想， 球队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我们必须作出回应。 ”

本组另一场比赛，多特蒙德
在主场一度以0比2落后，但最终
以3比2逆转国际米兰。 第5和第
40分钟， 马丁内斯和贝西诺为国
米分别建功。 多特蒙德在下半场
发动强势反扑， 右后卫阿什拉夫

和中场布兰特连扳两球。 多特蒙
德在77分钟完成反超： 桑乔送出
精妙直塞， 阿什拉夫突入禁区推
射攻入制胜球。

摩洛哥右后卫阿什拉夫是
从皇家马德里租借来的，本赛季
在欧冠表现出强大攻击力，包办
多特5个欧冠进球中的4个。 10
月3日在客场以2比0完胜布拉
格斯拉维亚的比赛，阿什拉夫梅
开二度。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小组赛第4轮比赛今晨开战，英
超双雄保持不败。 在E组，利物
浦主场以2比1小胜亨克， 延续
近来一球小胜的态势； 在H组，
切尔西则拼尽全力， 在一度落
后三球的绝境中主场与阿贾克
斯战成4比4。

迎战比甲冠军，利物浦明显
留了一手，前锋“三叉戟”仅萨
拉赫首发， 马内和菲尔米诺都
坐在替补席， 边后卫罗伯逊也
未首发，他的位置由凯塔顶替。

第14分钟， 米尔纳下底传
中被封挡，维纳尔杜姆近门劲射
破门，利物浦首开记录。亨克在第
40分钟扳平比分：布莱恩开出角
球，萨马塔前点冲顶破门。利物浦
在第53分钟再度领先：萨拉赫在

禁区边缘背身拿球横传， 张伯伦
转身低射得手。

利物浦看似一球险胜， 但超
过七成的控球率以及28比6的射
门之比、8比3的射正之比， 表明
比赛进程尽在掌握。 张伯伦目前
的人气不如马内和菲尔米诺，但
近4场已射入3球，其中在上一轮
欧冠小组赛就曾两破亨克球门，
状态颇佳。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用
他和奥里吉、 萨拉赫搭档锋线颇
有把握。 利用“板凳深度”轮换球
员，以全员参战应对频密赛程，这
种取胜模式已成为克洛普近期的
拿手好戏。

目前，利物浦3胜1负已积9
分在E组领跑， 那不勒斯以1分
之差列次席。

切尔西与阿贾克斯之战也
是背靠背。 上轮做客以1比0险

胜上届欧冠四强球队，切尔西主
帅兰帕德今晨不敢怠慢，亮出强
阵。

开场仅2分钟， 切尔西前锋
亚伯拉罕在防守角球时不慎将皮
球蹭入自家大门。 仅过2分钟，普
利西奇杀入禁区被放倒， 切尔西
获得点球，若日尼奥主罚命中，将
比分扳平。 在亚伯拉罕射入单刀
球被吹越位后， 大难不死的阿贾
克斯迎来后福： 先是普罗梅斯在
第20分钟头球破门，接着齐耶赫
在第35分钟吊射中柱弹出， 皮球
砸在切尔西门将科帕脸上弹入球
门———阿贾克斯以3比1领先。

第55分钟， 齐耶赫右路低
传，范德比克斜射破门，阿贾克
斯领先三球。

切尔西陷入绝境，但仍未放
弃。 第63分钟，阿斯皮利奎塔近

距离捅射入网， 将比
分追近至2比4。

随后再次出现戏剧性的场
面：先是布林德飞铲亚伯拉罕，累
计两张黄牌被罚下； 接着费尔特
曼禁区内用手封堵奥多伊射门，
也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 若日尼
奥在第71分钟罚入点球， 将比分
追近至3比4。 第74分钟，替补上
阵的里斯·詹姆斯破门，不仅替切
尔西再度扳平比分， 还创下19岁
332天的欧冠进球队史纪录。

切尔西多打两人优势尽显，
在第78分钟还由阿斯皮利奎塔
射入一球；但看过视频助理裁判
（VAR）的回放后，主裁判确认
亚伯拉罕手球在先，进球无效。

目前，阿贾克斯、切尔西和
瓦伦西亚同积7分，H组的出线
形势仍不明朗。

巴萨进攻低迷“交白卷” 多特强势反扑“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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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9亚青赛预选赛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报
道：U19 亚青赛预选赛今天展开
争夺，中国队和韩国队、新加坡队
以及东道主缅甸队同组， 中国队
今天首战缅甸队。

本届预选赛共分 11 个小组，
每组第一名和四个成绩最好的小
组第二名获得参加明年 11 月在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决赛阶段资
格 。 中国队在五天内打三场比
赛———先和缅甸队交手 ，8 日与
新加坡队过招，10 日对阵小组中
最强对手韩国队。 中国队对东道
主有一定的心理优势： 在今年 3
月进行的两场友谊赛中， 先后以
2 比 0 和 3 比 2 获胜。 不过，在对
阵东南亚的青少年队时， 中国队
已经不具备绝对优势， 在此前的
友谊赛中就曾以 1 比 3 不敌印尼
队，并且全场比赛都处于下风。中
国队主帅成耀东赛前表示：“经过
前一阶段的备战， 球员的状态和
球队的准备都越来越好， 大家在
一个平等舞台上展开竞争， 我希
望我的队员们能够打出水平。 ”

中国队首战缅甸队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
道：2020 海口贺岁拳击“超级晚”
赛事昨天在海口观澜湖举办新闻
发布会，主办方观澜湖集团宣布联
手美国顶级拳击推广公司 Top�
Rank 以及中国拳击推广公司盛力
世家， 打造顶级职业拳击赛事品
牌———贺岁拳击“超级晚”赛事。

这项赛事头条主赛将是世界

顶级拳王头衔战。 明年2月2日，这
场高规格、高水平的职业拳击赛事
将聚齐WBO、WBC、WBA、IBF四
大拳击组织的金腰带，其中包括三
条世界金腰带和至少两条洲际金
腰带。 2月2日，超轻量级世界第一、
WBC/WBO双料世界拳王、墨西哥
的何塞·卡洛斯·拉米雷斯将展开
超级卫冕战，对手是超轻量级世界

综合排名第四、 乌克兰拳手维克
托·波斯托尔。 维克托曾KO拳坛巨
星马特西，夺走WBC世界金腰带。

中国一线拳手伊力夏提和杨
永强将向世界职业拳击金腰带发
起冲击。 近一年，亚洲拳王伊力夏
提从168磅降重至160磅级别，11月
23日将在重庆与澳大利亚的两星
半拳手马克·卢卡斯进行十回合的

国际排名赛。 此役如获胜，他的排
名将大幅提升，从而获得在“超级
晚” 上向世界头衔发起挑战的机
会。 杨永强将在11月迎战菲律宾拳
手小马格波，以决定WBO� Global
环球拳王头衔的归属。 如果拿到这
个头衔，杨永强将获足够的积分和
排名，在“超级晚”上向130磅或135
磅的世界拳王发起挑战。

上半场结束， 广东队轻松
地以72比51领先； 球员们退场
时没有紧张的神情， 主场球迷
也谈笑风生———大胜似乎就在
眼前。

双方在新赛季首轮的表现
迥异， 广东队完胜总冠军的主
要竞争者辽宁队， 打得对手几
乎没有还手之力； 四川队则输
给新疆队40多分， 可谓溃不成
军。 赛前有专业人士甚至认为
广东队大概率可赢20分以上。

然而， 体育比赛的魅力就
在于不确定性。 当广东队将士
开始松下来时， 四川队在下半
场悄悄地将防守的力度提高
了一个档次。 广东队外援威姆
斯和布鲁克斯有些神不守舍，
不是组织不到位，就是传球失
误 。 后卫线主将赵睿因伤缺
阵， 也让广东队的后场组织出
现问题。

四川队越打越兴奋， 小外
援福特森突破犀利， 令防守他
的胡明轩、徐杰频频犯规，而且
经常投出超远的“神仙球”。 大
外援罗逊也在防守端表现出
色，内线频频“吃饼”，还成功地

保护篮板。 两名外援在第三节
的超级表现使分差越缩越小，
广东队仅以98比89领先进入最
后一节。

末节的单外援较量， 广东
并不占优， 威姆斯虽然全场砍
下31分， 但此节上半段却出现
不该有的运球失误。 当比赛还
剩5分11秒，福特森再次投中三
分———109比105， 四川队将分
差只追到仅4分。

广东队主帅杜锋在场边气
得大吼大叫，还叫了暂停。 比赛
重新开始后， 广东队球员就像
换了个人似的， 攻防两端都上
了“一级”，不断逼对手犯错再
打反击。 任骏飞在最后的三分
钟里成为取胜的最大功臣：反
击打三分成功，再两罚中一，帮
助广东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8
分，最终以118比115险胜。

杜锋赛后毫不客气地批评
弟子：“太松了！ 防守从一开始
就不好，第二节进攻好了，但防
守仍然没有按要求去防。 这给
了我们一个警醒， 提醒我们要
重视每一场比赛。 ”

�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羊城晚报潮州讯 记者葛
万里报道：“扶贫·我们再行动”
第七届中信置业杯中国女子围
棋甲级联赛昨日进行第 16 轮
比赛， 广东东湖棋院队在潮州
星艺装饰专场较量中以 0 比 3
不敌厦门观音山队， 拉响保级
警报。

粤队主将陈一鸣四段执黑
迎战赵奕斐三段， 双方以流行
的“星、小目”对“二连星”布阵。
战至中盘，陈一鸣求胜心切，在
中腹强行挑起劫争， 结果遭对
手有力反击。 形成转换后，黑棋
右上数子被白棋擒获， 陈一鸣
得不偿失，局势自此一落千丈。

后半盘，尽管黑棋顽强追赶，无
奈白棋下得滴水不漏， 弈至第
202 手，陈一鸣推枰认输。 蔡碧
涵四段执白中盘负于刘慧玲二
段，黄子萍初段执黑中盘不敌陆
敏全五段，主场作战的广东队遭
厦门队零封。 广东队主教练廖
桂永九段赛后表示，由于压力较
大，三位队员都很紧张，导致发
挥有些失常。 展望最后两轮比
赛， 他认为广东队保级形势严
峻，但由于仍比倒数第二的河北
队多两分，保级还很有希望。

本次潮州专场赛事是由中
国围棋协会主办， 潮州市围棋
协会协办。

●2019 汇丰世界羽联·世界
巡回赛总决赛将于 12 月 11 日到
15 日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举行，门
票于 11 月 4 日预售。 比赛分 9
个单元（除 15 日决赛一个比赛单
元外，其余 4 天分为白天 、夜晚两
个单元），每张门票对应一个比赛
单元；票价分六个等级，设置一定
数量的优惠门票， 在广州“群体
通”平台推出。 （苏荇）

●2019 年圆玄杯广州市老
年人重阳万人登山活动昨天在广
州市白云山举行，各企事业单位的
450 支登山队伍、超过 13000 人参
加。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体育总会
指导， 广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办，广东圆玄道观独家冠名，广州
市公益老年体育发展中心、 广州
中老年文化艺术协会协办， 广州
市清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得到陈有庆及广州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魏超然）

简讯

女子围甲联赛

CBA·焦点

广东队主战四川队上半场领先21分，最终仅3分险胜

杜锋批评弟子：太松了!

拳击“超级晚”落户海口观澜湖

广东队拉响保级警报

欧冠·今晨 利物浦又一球小胜
切尔西戏剧性扳平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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