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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菲、
实习生徐硕报道：11日至 12
日，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大赛决赛在广州举行。大赛由
退役军人事务部、广东省人民政
府主办，以“立创业创新潮头 展
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据悉，
大赛于今年1月正式启动后，吸
引了涵盖5G、人工智能、智慧农
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
8000余个创业企业（团队）、逾3
万名创业退役军人参与。

经过 10个多月激烈角逐，
大赛共产生一等奖5个、二等奖
15个、三等奖30个和优胜奖50
个。其中，“MR全息应用训练系
统”“结构-隔热-功能一体化产
品及技术产业化”“电动单旋翼
植保无人机及现代农事服务项
目”“基于‘光伏+’模式的大别山
立体扶贫实践”“超快速血型检
测系统”项目分别摘得新兴产
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现
代农业 3个行业赛以及精准扶
贫、创新团队2个专项赛的桂冠。

广东5个参赛项目取得优异
成绩，共斩获1个一等奖、2个二
等奖、2个三等奖。北京、天津、
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苏等 15
个省级退役军人事务厅（局）获
得“优秀组织奖”，广东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获得“特别贡献奖”。

大赛期间还举办了首届全
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全
面展示100个晋级决赛项目；向
社会首发了全国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大赛标志；成立广东省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联盟，营造了
社会各界共同支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据悉，本届大赛获奖项目将
被纳入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大赛项目库长期跟踪，按政策提
供相应服务。此外，退役军人事
务系统还将为获奖企业（团队）
提供导师培训、创业孵化、贷款
授信、行业咨询等支持，促进退
役军人创业项目与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有
效对接。

方案从6个方面提出具体措
施，包括着力培育氢燃料电池汽
车产业链、支持氢燃料电池技术
研发创新、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规模化推广应用、加快推进加氢
站规划建设、多渠道增加氢源供
应、着力完善产业配套等。

方案提到，依托广州开发
区、佛山南海高新区、佛山（云
浮）产业转移工业园等产业园区
推进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支持
茂名发展以氢源供应、氢气储运
及设备等为特色的氢能产业。

在推动氢燃料电池应用方
面，力争在 2020年开发出具有
自主核心技术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适时在广州、深圳、深汕特
别合作区等地试点开展氢燃料
电池乘用车示范运行，力争2022
年实现首批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示范运行。适时推进氢燃料电
池在船舶、家用分布式热电联
供、应急备用电源等方面的示范
应用，力争 2022年实现首台氢
燃料电池示范船、首套家庭用热
电联供示范应用。

广东加快培育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持续
增强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

首批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力争2022年示范运行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12日印发了《广东省
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提
到，力争在2020年开发出具有自主核心技术氢燃
料电池乘用车；适时在广州、深圳、深汕特别合作
区等地试点开展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运行，力争
2022年实现首批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运行。

羊城晚报讯 11月5日，
在工信部第338批《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
产品公示中，广汽乘用车有限
公司“传祺牌燃料电池多用途
乘用车”一项在列。该车为广
汽旗下首款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AionLXFuelCell，允

许外接充电，储能装置种类为
锂离子动力，燃料种类为氢
气，整备质量2000kg。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经
实现商业化的氢燃料车型共
三款，包括：现代 NEXO、本田
ClarityFuelCell以及丰田
Mirai。 （戚耀琪）

链接 广汽传祺氢燃料电池车
已获工信部公示

方案提出，按照适度超前原
则，围绕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和专
用车规模化推广应用需要，组织
编制加氢站布局方案，在珠三
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布局建
设约 300座加氢站。重点支持
油、氢、气、电一体化综合能源
补给站建设，鼓励利用现有加
油（气）站改扩建加氢站，现有
加油（气）站在红线范围内改扩
建加氢站可视为已纳入加氢站
布点规划。

方案还提出，2022年前建成
并投用，且日加氢能力（按照压
缩机每日工作12小时的加气能
力计算）500公斤及以上的加氢

站可获得补贴。其中，属于油、
氢、气、电一体化综合能源补给
站，每站补助 250万元；独立占
地固定式加氢站，每站补助200
万元；撬装式加氢站，每站补助
150万元。

在完善产业配套方面，依托
广州、深圳、佛山、云浮等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的先发优势，加强
氢燃料电池与系统、储氢系统、
整车等检测能力建设，打造氢燃
料电池国家级检验检测认证中
心。围绕氢燃料电池、储氢、加
氢等全产业链，开展氢燃料电池
汽车标准体系研究，围绕重点领
域制订一批技术标准。

广佛做电池 茂名供氢源

珠三角和沿海建300座加氢站

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穗落幕

广东5个参赛项目获奖

12日上午，首届全国退役
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的颁奖典礼
举行，广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负责人叶维路演的项目

“MR全息应用训练系统”荣获新
兴产业组第一名。

叶维，原解放军某部军官，
2012年入伍，2017年退役，是全
军第一批将虚拟现实技术引入
部队演训的Unity技术专家。退
役后他曾带领团队参与警用智
慧城市项目，拥有丰富的军警领
域工作经验和扎实的信息技术
项目能力，目前负责公司军警产
品开发。

MR全息应用训练系统的应
用场景之一是军警行业。“区别
于 VR和其他所有信息化技术，
我们真正做到真实队友、真实装
备的仿真和训练。”叶维说，他
们研发的虚拟仿真及训练设备
配备有全球最先进的跟踪交互
技术，可以实现对所有武器、装
备、工具的识别、跟踪和空间交

互模拟，拥有近百件专利技术。
“我们的虚拟仿真及训练系

统，可以作为军警实弹训练前的
补充，通过这套装备达到肌肉记
忆，再进行实弹训练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叶维说。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广
州、成都等地特警和特战单位投
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
外，MR全息应用训练系统还可
以应用于工业、医疗、教育、商
业综合等行业。

从省赛到国赛，叶维和团队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荣获竞争最
为激烈的“新兴产业组”第一
名。叶维说，他想感谢自己的团
队，更想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为退役军人的创新创业提供的
大平台，“可以让退役军人一展
风采，让我们有一种找到‘娘
家’的感觉。”

“我坚信，我们将用MR改变
世界。”对于未来的发展，叶维
充满信心。 （侯梦菲 徐硕）

军创故事 夺得军创大赛新兴产业组第一名
的退役军人叶维不简单——

玩转MR全息应用
广州特警训练也用它

世界城地组织2020年广州世界理事会会议以线上方式召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穗府信报道：12日晚，
以“疫情中的城市和地方政
府”为主题的世界城市和地方
政府组织（简称世界城地组
织）2020年广州世界理事会会
议在广州开幕。全国政协副主
席刘奇葆，世界城地组织主
席、摩洛哥阿尔何塞马市市长
邦德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会长林松添，广州市市长、
世界大都市协会联合主席温国
辉等致辞。

刘奇葆在致辞中表示，中
方高度赞赏世界城地组织和各
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经济复苏发展和全球治理
等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做
出的重要贡献。中国将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致力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愿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国
城市和地方政府加强沟通协
调，携手应对疫情对世界发展
的冲击和挑战，共同扩大对外
开放，在各领域深化互利合
作，推动世界经济早日重现繁
荣，实现共同发展。

邦德拉表示，感谢有关方
面精心组织筹备了本次理事
会会议，这次会议展现了团结
与合作，也体现了当今世界地
方政府的作用。只有团结合
作，只有依靠科学，我们才能
够更好地渡过疫情的难关，并
为疫情后的发展做准备。各
位嘉宾是国际团结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希望继续加强国际
间的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城市
的发展。

林松添表示，中国已与世
界 上 138个 国 家 建 立 了 近
3000对友好城市关系。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愿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与世界城地组织和全
球城市伙伴加强沟通，共商合
作，为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提升
治理能力、早日战胜疫情、促进
经济复苏发展贡献力量，共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温国辉表示，世界是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
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广
州主动参与世界城地组织核
心事务，深化友好交流、加强
务实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城市力量。全球
市长论坛与世界大都市协会
第十三届世界大会、第五届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颁奖活
动将于 2021年在广州举行，
诚挚邀请各位嘉宾届时莅会。

据悉，本次世界城地组织
2020年广州世界理事会会议
由世界城地组织、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广州市政府主
办，于11月9日至13日以线上
形式进行，共有来自全球48个
国家 189个城市、地方政府和
国际组织共约 350名代表参
会。主要活动包括法定事务委
员会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会
议、执行局工作会议和世界理
事会工作会议等。

48国嘉宾“云集”广州
探讨疫情下的城市创新

@

2020年广州世界理事会会
议开幕后，还举行了讨论会。国
际移民组织总干事维托里诺，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
冬玉，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
执行主任谢里夫，伦敦大学学院
巴利特发展规划学院教授莱维，
人居国际联盟主席艾伦，以“疫
后时期的关键——重视解决不
平等问题”为主题先后发言。在
世界城地组织主席团高层圆桌
会上，西安市市长李明远等9个
世界城地组织理事会会员城市
市长发言。

●重视解决疫情引
发的不平等问题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维托
里诺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部分移民、流动人口受到社
会排斥、歧视，不能获得平等的
对待和公共服务，但他们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地方
政府需要推进工作机制，创造更
强有力、更加和谐团结的社会，
包容这些人群。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
干事屈冬玉提到，疫情给食品安
全、农业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对
脆弱人群影响巨大。在控制疫
情扩散的同时，要重视粮食生产
安全，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我
们在77个国家进行了调研，根据

860多份的调研反馈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在控制疫情对于食品
安全方面的影响发挥了很重要
的作用。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赋
权，让地方政府更好地衔接中央
政府在食品和农业生产方面的
一些规划。”

●广州推动国际社
会分享抗疫经验

在此前举行的 2020年世界
城地组织世界理事会议广州专
场活动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高裕跃就透露，今年以来，广州
已举办和参加 36场在线国际抗
疫研讨会，并向有关国际组织和
38个国家的49个城市分享抗疫
经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际社
会抗疫工作的支持。

今年3月25日，由联合国人
居署、世界城地组织、世界大都
市协会共同组织的“地方政府圆
桌会——分享抗疫一线经验”国
际疫情防控在线研讨会举行。
广州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城市，介
绍广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有关情况和应对经验。

7月28日，广州举行广州外
企专场交流会，从外事、商务、教
育等角度现场解答在穗外企人
士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推进疫情
之下的复工复产。

9月23日，广州市副市长林

道平出席喀山数字周大型线上
国际论坛“智慧城市”市长圆桌
会议并发言。他以《创新智慧交
通建设 提升城市发展活力》为
题向大会介绍广州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

这些不过是今年疫情以来，
广州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个缩影。

世界城地组织秘书长艾米莉
亚?塞兹表示：“疫情初期，通过与
广州卫健委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广
州在医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这些
经验与措施通过世界城地组织的
平台分享到世界多个城市。”

熟悉广州的艾米莉亚?塞兹
还提到，她非常关注疫情中广交
会的变化。“广交会将成为一个
标杆，给我们树立榜样。”在她看
来，广交会通过网络来举办，为
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先例和示范。”艾米莉
亚?塞兹说：“广州作为超大型城
市之一，未来将起到领头羊的作
用。”

虽然疫情一度给全社会按
下了“暂停键”，让国际交流无法
如常进行。但作为国际交往中
心的广州，通过科技手段，借助

“云外事”平台，继续着国际交流
的步伐。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李焕坤
实习生 徐硕 通讯员 穗外事

借助“云外事”平台 广州国际交流不止步

中
山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报
道：中山市卫生健康局 11日在
其官方微信上发布消息称，中山
市人民医院发现一例境外输入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后
复阳病例。该患者已经送市第
二人民医院隔离治疗，暂无发热
咳嗽等症状。

消息中提到，中山市已经落
实密切接触者追踪排查和终末

消毒等防控措施。截至12日15
时，密切接触者已经全部进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及
环境标本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专家指出，少数新冠患者治
愈后会出现复阳情况，现有研究
表明复阳病人传染性相对较低，
新发现的该病例及其接触人群
已经得到有效处置，公众对此无
须过度恐慌，勿信谣传谣。

一例境外输入新冠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后“复阳”

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报
道：12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身保险产
品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圈定了粤港澳大湾区
人身保险产品的销售区域及跨
境医疗险产品保障区域的范围，
并要求其费率厘定参考大湾区
产品专属经验发生率表。

通知要求，大湾区保险产品
应当包含“粤港澳大湾区”字样，
并根据产品类型分别包含“医疗
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字样，这
些产品主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市销售，可扩展至广东省全域。

在跨境医疗险产品保障区
域上，跨境医疗险产品以被保险
人在保障区域内指定的医疗机
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为责任范围，
不得包含疾病责任，不得带有返

还保费责任。治疗行为发生地
应当主要涵盖粤港澳大湾区。
保险公司在上述保障区域内，为
客户境外治疗提供就医安排和
理赔款直接结算服务。各人身
险公司可以通过与港澳地区保
险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合作，为赴
港澳地区就医客户提供就医安
排和理赔款直接结算服务；也可
以为港澳地区保险公司赴内地
就医客户提供就医安排和理赔
款垫付业务。

在费率厘定上，跨境医疗险
产品主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
医疗健康和商业保险经验数据
定价，保额上限可适度提高与港
澳接轨；可充分体现产品费率的
地域特色，而全国性重疾产品不
得使用大湾区产品专属经验发
生率表进行定价。

大湾区专属人身保险产品
销售范围可扩至广东全省

保额上限可适度提高与港澳接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讯
员粤教宣报道：12日，省教育厅公
示2020年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名单，共有55所省内院校的
310个专业入选。其中，55所院
校中，公办院校37所，非公办院校
18所；310个专业中，有286个来

自公办院校，有24个来自非公办
院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分别以22个专业、19个专业包
揽前两名。华南师范大学16个
专业入选，与华南农业大学并列
第三。暨南大学与广东工业大
学并列第五，均为15个。

广东拟新增310个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扫黑除恶给广东带来哪些
变化？张庆宏表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强力牵引，带动广
东经济发展环境、党风政风、社
会治安等方面发生积极变化。

一是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
好。广东2018年、2019年的刑事
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8.4%、8.8%;
刑事立案总数同比分别下降8.1%、
5%;命案发案同比分别下降81%、
9.5.%；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
比分别下降20.2%、15.2%。

二是党风政风明显好转。
专项斗争以来至今年10月底，

全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人员7299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4749人，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1172人，政治
生态进一步净化。

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明
显优化。打击了一批破坏市场
秩序的黑恶势力，整治了一批
行业领域乱点乱象，完善了一
批行业监管制度，保障了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民生项目实施进一步
顺畅。许多基层干部反映，农村

“三清三拆”、征地拆迁、涉“邻

避”重大民生项目、环保整治工
程、不良贷款追缴等“难事”推动
起来更加顺利，交通运输、自然
资源、城市规划等领域重大项目
建设推进也更为顺畅。

五是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夯
实，基层政权进一步巩固。

六是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
持续提升。随着一批严重破坏民
生秩序黑恶势力的倒台，人民群
众进一步感受到专项斗争带来的

“红利”。一些黑恶团伙打掉后，
当地群众自发放鞭炮、打横幅、送
锦旗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

前10个月
广东刑拘涉黑恶嫌疑人1万余人

查冻资产280余亿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今天上午，广东省扫黑除恶办联合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今年以来广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情况，实物展示打击战果。

发布会上，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扫
黑除恶办主任张庆宏介绍，今年以来，广
东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凌厉攻势，取
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全省打掉

涉黑组织5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91个，
破获刑事案件4167宗，刑拘涉黑涉恶犯
罪嫌疑人10007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
资产280.51亿元，收缴入库涉黑涉恶财
产20.53亿元；起诉涉黑涉恶案件538件
3484人；一审判决涉黑涉恶案件705件
4974人、二审判决涉黑涉恶案件436件
3196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人员281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10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374人。

张庆宏介绍，今年以来，广
东在线索办理、案件办理、逃犯
缉捕、打击“黑财”、惩治“保护
伞”、行业治乱、基层党组织建
设等七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线索办理方面：截至10月
底，中央督导组重点交办和直
接交办线索办结和初步办结
率100%；全国扫黑办交广东省
市两级直接核查的564条线索
100%核查完结；对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交办的16批
2483条 线 索 核 查 完 结 率
96.1%。

案件办理方面：全省公检
法部门持续推进“案件清结”工
作，截至10月底，公安机关在侦

涉黑组织存量案件侦查终结
率、检察机关存量案件办结率
均达100%；法院系统一审存量
案件、二审存量案件审结率分
别为99.68%、99.23%；全国扫黑
办挂牌督办的7宗案件中，4宗
涉黑案件已二审终审，3宗案件
已一审宣判。

逃犯缉捕方面：全省公安
机关开展“铁网6”追逃行动，2
名公安部A级通缉犯及公开悬
赏的7名重点涉黑恶目标逃犯
全部到案。截至目前，广东314
名目标逃犯到案313人，到案人
数居全国首位，到案率99.7%。

打击“黑财”方面：截至10
月底，生效判决财产刑，判决追

缴、没收违法财产执行到位率
分别为70.2%、87.2%。

惩治“保护伞”方面：省纪
委监委指定5名委领导包案督
导的10宗案件均深挖出“保护
伞”。截至10月底，“伞网清除”
存量案件1117件，已办结1107
件，办结率99.1%。

行业治乱方面：各行业主
管部门对十大重点行业领域突
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今
年1至10月，共排查软弱涣散村
(社区)党组织151个，其中涉黑
涉恶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
22个；立案查处涉黑涉恶村(社
区)干部68人。

成果：存量案件侦结率、办结率100%

变化：群众放鞭炮送锦旗表达喜悦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柳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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