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栋，通讯员唐
达、赵可义、陈敏锐、江讯、谭耀广报道：草
木蔓发，春山可望。3月8日上午，江门市
举行2021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动工
（投产）活动。全市共128个重大项目集中
动工（投产），总投资728.4亿元。活动主会
场设于蓬江区，其余六个市（区）设分会场。

今年第一季度，江门全市新增项目动
工（投产）投资额实现大幅增长，与去年第
一季度同比增加 280.8 亿元，与去年第四
季度环比增加202.6 亿元。活动中，有95
个产业类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投资额
336亿元，占第一季度集中动工（投产）项
目总投资的46.2%，为今年江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打响了头炮。
受江门市委书记林应武委托，江门市长

吴晓晖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一季度集中动工
（投产）活动的顺利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向参
加活动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
感谢。吴晓晖强调，此次活动是扎实推进

“工业项目建设提速年”的务实举措，充分彰
显了江门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走工业立
市、制造强市之路的信心决心。“这些项目的
动工（投产），对江门市促投资、稳增长，实现
第一季度‘开门红’，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吴晓晖表示。

吴晓晖要求，全市上下要以今天集中
动工（投产）为新起点，比学赶超，奋力争

先。各市（区）、市直各部门要进一步主动
作为、协同发力，提高效率、贴身服务，兑
现各项扶持政策，精准帮助解决土地、资
金、用工等难题，推动开工项目加快建设、
投产项目加快达产，为企业抢占市场、壮
大发展创造先机。同时，也希望各企业、
各建设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和确保安全
质量的前提下，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全力
推进项目加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益。

活动仪式上，各企业、各建设单位纷纷
表示，江门优势明显、潜力巨大、未来可期，
大家将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抢抓“双
区”建设宝贵机遇，铆足牛劲牛力，全力以
赴抓项目抓投资，实现“开门红”。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公示 2021 年数字经济产业扶持
计划拟资助项目名单。记者梳理
发现，共有159个项目上榜，涉及
资金共计约2.65亿元。

在公示表中记者发现，159
个项目分为多个类型，包含产业
链关键环节提升扶持计划大数据
类、云计算类、互联网类、信息安
全类等，还包含产业服务体系扶
持计划公共服务类、高端展会类
等。比如，顺丰科技有限公司的

“顺丰丰景台项目”，属于产业链
关键环节提升扶持计划大数据
类，拟资助金额为210万元；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兴通讯
边缘轻量化双核云平台”，属于产
业链关键环节提升扶持计划云计
算类，拟资助金额为210万元；中
山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深圳市智
慧生活产业综合科技服务平台”，
属于产业服务体系扶持计划公共
服务类，拟获资助金额为 162 万
元。经计算，159 个项目拟资助
金额共计26506万元。

根据《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圳市扶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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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等产业。在产业链关键环
节提升扶持计划中，资助方式包
含事后直接资助、股权资助或贷
款贴息。其中，事后直接资助金
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或相
应期限销售额的 30%，单个项目
资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而在产业服务体系扶持计划
中，资助方式分为事前直接资助和
事后直接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资
助金额不超过300万元。采用事
前直接资助的，资助金额不超过项
目总投资的50%。采用事后直接
资助的，公共服务类按不超过经专
业审计机构专项审计后确认费用
的50%给予资助；高端展会类，对
以市政府名义在深圳主办的会议
或论坛，按专业审计机构专项审计
确认费用给予全额资助；对以社会
机构名义在深圳主办的会议或论
坛，按不超过专业审计机构专项审
计确认费用的50%给予资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道：
近日，深圳首宗重大生态环境违法
有奖举报案件被查处，举报人获奖
5万元。据了解，这是深圳实施环
境违法有奖举报政策以来，查处的
奖励金额最大的举报案件。

据了解，此前，深圳市生态
环境局龙岗管理局（简称“龙岗
管理局”）收到环境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线索，举报人称龙岗区龙
岗街道某工厂存在污水直排的
环境违法行为。经查，该工厂外
排废水总铜、总镍、六价铬均超
标十倍以上。龙岗管理局第一
时间启动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
机制，现场责令该工厂立即停止
违法排污行为，并由公安机关控
制涉案人员6名。

经过讨论，环保部门给予举
报的热心市民奖励 5 万元，而被
举报的违法工厂将被处以 45 万
元罚款。据了解，去年，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近期修订完善了《深圳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降低举
报门槛，提高奖励金额。《办法》
提出，市民若举报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并积极协助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查处环境突发事件，对降低
环境污染等有重要贡献的，可按
照以下标准获得奖励：举报一般
环境突发事件的，奖励 10 万元；
举报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奖励
20万元；举报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的，奖励 40 万元；举报特别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的，奖励60万元。

举报环境违法
获奖励5万元

是深圳实施环境违法有奖举报政策以来
查处的奖励金额最大的举报案件

羊城晚报讯 广东省首届漫画大展
巡展江门站暨“漫出侨乡”——江门漫
画家作品联展3月 5日至4月 9日在江
门市美术馆展出（江门漫画家作品联展
3 月 26 日结束）。本次展览由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主办，江门市美术家协会、肇庆美术
馆、中山漫画馆、东莞漫画图书馆协
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
会、江门市美术馆承办，是首次江门市
漫画大家与广东省漫画作者同台展现
全省漫画创作成果的一次盛会。

《“漫出侨乡”——江门漫画家作品
联展》中呈现的四位大家，分别是写下
时代最强音《时局图》的作者谢缵泰，
屡获国际大奖并享誉全球的李润堂，以
《半角漫画》周刊扬名的叶因泉和在国
内首次“把漫画艺术搬进乡村”的陈春
鸣。两展联动，一共展出近200幅优秀
漫画作品，其中江门漫画家作品有 70
余件。

3月 6日下午，中国美术家协会漫
画艺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漫
画艺委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生导
师朱松青教授一行十人，与江门市美术
家协会成员、本地漫画人就此次展览及
本地“漫艺术”现生存环境进行交流。
广东省新闻漫画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漫
画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广东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陈春鸣老师为江门市青少年宫漫画艺
术团的师生们做了精彩的展览导览。

（椿明）

“漫出侨乡”
江门开展

128项目总投资超 亿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示2021年数字
经济产业扶持计划拟资助项目名单

159个项目
拟获资助2.65亿元

江门举行首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活动 728

大湾区大学年中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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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摄影报道：东莞
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备受瞩目的大湾区大
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在东莞的建设有了
新进展。记者8日从东莞市大学筹建办公室
获悉，目前大湾区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东
莞）基本同步推进，筹建工作正火热开展。
据东莞市大学筹建办公室规划建设组科长
尹志权介绍，大湾区大学将同步在东莞市松
山湖高新区和滨海湾新区威远岛设置校区，
目前松山湖校区已于去年年底完成设计方案
招投标工作，今年年中将动工建设。而香港
城市大学（东莞）目前则处于设计方案招投标
阶段，计划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动工建设。

据悉，大湾区大学定位为以理工科为主
的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培养适应
未来快速变化、支撑和引领大湾区科创发展
的高端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于提升大
湾区科创竞争力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引领
未来科技发展、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大湾
区大学将开展本科生、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
全日制学历教育，预计到2030年达到在校
生10000人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规模比例
达到1:1左右。大湾区大学同步在东莞市
松山湖高新区和滨海湾新区威远岛设置校
区，两个校区总建设规模预计约100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100亿元。尹志权称，松山湖
校区将率先启动建设，滨海湾校区则有待后

续进一步统筹后再启动建设。
记者了解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是由

香港城市大学与东莞理工学院以“大学+大
学”模式，在东莞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双
方已于2020年初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按照办学规划，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是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教育机构，从事本
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及科研，与香港城市大
学在学术标准及管理原则上具有一致性。
据介绍，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将大力培养
契合东莞市发展需要的国际高端人才、带动
和支持东莞市高等教育水平提升。

按照签署的协议精神，东莞市财政对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建设和办学给予强
力支持。其中东莞市负责校园建设经费，
并提供启动资金和生均经费支持，目前第
一期启动经费已划拨到位。据介绍，香港
城市大学（东莞）位于东莞市松山湖，校园
分两期建设，东莞市按照高质量标准以交
钥匙的形式建好后提供给香港城市大学
（东莞）使用。目前该项目已产生社会代建
单位，完成投资估算书、概念性方案设计等
工作，筹建工作稳步推进中，预计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可动工开建。据悉，香港城市
大学（东莞）从事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
计划自2023年正式开办，拟在正式开办10
年内达至6000人的在校生规模。

工作人员介绍大湾区
大学筹建情况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政府
统计暨普查局8日公布的最新资
料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底，澳
门总人口为683100人，按年增加
3500人。人口老化情况持续，老
化指数升至97.1％。

据统计，澳门总人口中，女性
占 53.2％；老年人口（65 岁 及 以
上）占12.9％，按年上升1个百分
点；成年人口（15－64 岁）比重则
下跌1.1个百分点至73.8％。

其中，不包括居澳外地雇员

及 外 地 学 生 的 本 地 人 口 有
564100 人，按年增加 1.6％。老
年人口（65 岁及以上）及少年儿
童人口（0－14 岁）分别占 15.7％
及 16.1％。本地老年人口抚养比
率为 22.9％，即约 5 名成年人口
抚养1名老年人口。

数据显示，澳门2020年全年
新生婴儿共5545名，按年减少434
名；出生率为8.1‰，较 2019年下
跌0.8个千分点。2020年有2754
宗结婚登记，较2019年下跌26％。

澳门总人口达68.3万人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处于设计方案招投标阶段，计划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动工建设，2023年正式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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