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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
摄影报道：7日，深圳前海管理
局正式启动前海深港专业服
务业集聚区建设，推动深港合
作向更高目标、更高水平、更
高层次发展。

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
组成员、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
记、前海管理局局长黄敏在启
动仪式表示，启动前海深港专
业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是前海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
署要求，着力为香港专业服
务机构和专业人士集聚发展
扩大空间，促进深港专业服
务 业 市 场 一 体 化 的 具 体 行
动。前海深港专业服务业集
聚区是“六区”中第一个启
动的区域，标志着前海“两
城六区一园一场六镇双港”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前海将
统筹制定产业支持政策，持
续释放产业空间、完善综合
配套，为前海的专业服务机
构 和 专 业 人 士 提 供 完 备 的

“政策包”和“五心级”服务，

努力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征程上
争做先行中的尖兵、示范中
的标杆。

启动仪式上，首批入驻的
毕马威、何设计、中建国际等6
家专业服务业机构获颁发入
驻钥匙。波士顿咨询、望尘
科技、庄子集团等 7 家意向
入驻先导区专业服务业机构
代表与世茂集团签署了入驻
意向书。

目前，先导区已入驻 13
家知名专业服务业机构，其中
港澳机构 4家，香港专业人士
42 名；意向入驻 38 家国内外
知名专业服务业机构，其中港
澳机构18家。

近年来，专业服务业已成
为前海深港合作的重要产业
之一，前海专业服务业企业
2020 年吸引港澳投资占前海
各产业的比重达 30.52%。截
至 2021 年 2 月底，前海专业
服务业累计注册企业 19054
家，其中文化创意服务企业

9365 家，咨询服务企业 7478
家。

据悉，前海深港专业服务
业集聚区将努力打造成为全
国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最短、港
人港企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
进一步提升前海的深港合作
平台功能、对外开放门户功
能、全球人才集聚功能等“十
大功能”。前海专业服务业集
聚先导区以前海世茂大厦为
载体，着力打造深港专业服务
业机构及人才集聚区、专业服
务业发展先导区和专业服务
业开放承载区，预计将为港澳
专业服务、创新创意机构以及
相关行业协会等提供4万平方
米的发展空间。

先导区将重点布局“一中
心三平台”功能，“一中心”即
专业服务创新创意中心，重点
引进文化创意、建筑设计、高
端咨询等创新创意机构，“三
平台”即专业服务交流展示平
台、专业人士执业创业平台和
外资机构政务服务平台。

目前，经过前期的积极探
索和大力推进，南海区在宅基
地改革上已完成了部分基础性
工作。例如，南海区农村宅基
地房地一体“总登记”已发证约
3000宗，纳入办理范围完成出
图约2万宗；联合审批、资格审
定、流转管理的政策已形成新

稿件；农村宅基地全周期管理
系统列入该区“城市大脑二期”
的智慧三农版块统筹建设等。

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闫昊波表示，各部门要做
细做实基础性工作，并聚焦宅
基地分配、流转、抵押、退出等
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探索农村

居民新型社区的多种实现方
式，推动解决一批宅基地和农
房管理中突出、尖锐的问题，
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破除障碍、谋得先机。他同时
强调，要坚持稳慎推进，因地制
宜开展探索，切忌急躁冒进、急
于求成。

作为全省6个试点地区之一，佛山南海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

启动深港专业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努力打造成为全国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最短、港人港企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

广以迎来院士新校长
将加速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

羊城晚报讯 记者蚁璐雅、
通讯员施文慧报道：7日下午，广
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学校科报厅
举行校长就职大会。

会上，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董
事会主席、汕头大学校长姜虹代
表广以董事会宣布聘请中国科学
院院士龚新高担任广东以色列理
工学院校长。姜虹指出，龚院士
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管理能力突
出，对高校的运作和办学规律有
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他领导

下，广以一定可以成为人才聚集
的高地，更好地向世界一流研究
型大学奋进，为广东省、汕头市培
养更多的高水平理工科人才！

龚新高表示，学校将牢记中
外合作办学的初衷和使命，抓
住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机遇，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加速建设有
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和大家一
起，携手共进，为学校更加美好
的未来奋斗拼搏！”

4月 7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召开全区新一轮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暨“一网统管”智慧城市
运行管理工作动员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
全省6个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之一，佛
山南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工作。
据悉，广东确立了佛山市南海区、珠海市斗门区等
6个区县作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

据南海区副区长陈绍文介
绍，按照国家的部署，全国选取
104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地区，
探索解决农村宅基地制度中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南海区作为第
一轮 33 个全国土地改革试点地
区，将继续承担新一轮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任务，改革时限
至2022年年底。

作为试点之一，佛山市南海
区选取了中央部署的9个改革方
向中的8个，细化了16个改革举
措，形成了《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
基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得到
了省委、省政府批复。在此基础
上，南海区进一步形成了《佛山市
南海区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具体的《工作方案》将试
点任务划分为 7大方面，21个工
作事项。

在具体内容上，本次南海要
重新打牢农村宅基地在规划、信
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基础工作，实

施宅基地村(居）管理一张图。南
海区还要完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
行使机制、分配资格管理、流转制
度、农房租赁机制、全流程审批机
制、退出盘活机制、集中建房机
制、抵押制度以及有偿使用机制
等 9 项制度修订完善事项；探索
运用多种方式遏制新增违法、探
索构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工作机
制、继续严格执行落实信用体系
监管。

在样板打造上，南海区将探
索农村居民新型社区的多种实现
方式、积极探索宅基地改革示范
样品村居打造 2 个工作事项，已
初步确定选取狮山镇罗村管理处
为单元进行农村居民新型社区建
设试点，其余示范村居计划选取
整村改造案例村居、历史文化特
色村居、旅游民宿样品村居、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特色精品示范村等
案例，提炼宅基地改革相关政策
需求和经验。

房地一体“总登记”发证约3000宗

实施宅基地村(居）管理一张图

▲前海将统筹制定产
业支持政策，持续释放产业
空间、完善综合配套，为前
海的专业服务机构和专业
人士提供完备的“政策包”
和“五心级”服务。图为前
海专业服务业集聚先导区

南海区在宅基地改革上已完成了部分基础性工作

龚新高(左二)与学校外籍老师交谈 蔡慈虹 摄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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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60号

黄若菲：
本会已于2020年11月05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中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富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6706 号，现
定于2021年7月19日下午4:00在广州市沿
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C座13楼仲裁庭室
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19日作出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 8月26日
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2号

高劲松：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9日受理申请人

严志卫、杨昊浚与你方及广东爱啡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19076号，现定于2021年
7月19日上午10时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
江湾大酒店C座14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1年8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前。请你及时
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3号

龙丽霞：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9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育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
案字第19077 ，现定于2021年7月19日上
午10时30分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
大酒店C座14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8月1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8月26日前。请你及时到本
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4号

杨国龙：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9日受理申请人

杨弟荣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19079号，现定于2021
年7月19日上午11时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
号江湾大酒店C座14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2021年8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前。请你及
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5号

郭辉：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9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万本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方
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
案字第19080号，现定于2021年7月19日上
午11时30分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
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8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1年8月16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641号

刘鑫万：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28日受理申请人

梁尔波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19499号，现定于2021
年7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广州市沿江中
路298号江湾大酒店C座14楼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9日前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 8月16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8日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7日表示，香港要
全方位推动创科发展，必须要
善用与邻近的深圳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效应。

林郑月娥当日出席科学园
“创新斗室”开幕礼时致辞表
示，她曾在 2020 年施政报告中

提出，香港与深圳在科技创新
上“强强联手”，合作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当地处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
创新及科技园于2024年开始分
阶段落成后，一个享有“一国两
制”独特优势的“一区两园”创新
科技基地将会出现，为两地人才

创造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
“香港近年创科发展得到中

央肯定和大力支持。”林郑月娥
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
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以及积极推进高质量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包括首次把深
港河套纳入粤港澳重大合作平

台的建设。
林郑月娥表示，在国家安全

和政权安全得到保障后，香港
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
好中央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独
特优势，继续以香港所长贡献
国家所需，并在科技创新方面
成就令人振奋的新事业。

当日，香港首个采用“组装
合成”建筑法完工的多层住宅项
目“创新斗室”正式启用。该项
目由418个组件组装而成，楼高
17 层，可提供 500 多个居住单
位。该项目不仅建筑时间较短，
对工地安全、质量控制、环境影
响、减废节能等也大有益处。

林郑月娥谈全方位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发挥协同效应

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盘活机制
““南粤工匠南粤工匠””先进人物先进人物
2020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盛松伟：

捕获深海波浪能
为远海岛礁供电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盛松伟见过“大风大浪”。作为一名和
海浪“战斗”了20年的科学工作者，中国科
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盛松伟和团队
经过9年的不断改进，发明了一个被称为

“鹰头”的吸波浮体。它可以在深海捕获波
浪能，并将极不稳定的波浪能转化成稳定
的电能。近日，盛松伟荣获“2020 南粤工
匠”荣誉称号。“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
于坚守波浪能研究一线的团队。”他说。

2002 年，盛松伟来到中
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工
作，开启了他的“波浪能”研
究。“波浪能是一种极不稳定
的能源，具有随机性、多向性、
往复性等特点，这导致其很难
转化成电能。”盛松伟介绍，广
州能源研究所从1979年开始
进行波浪能转换研究，42 年
来，5代研发人倾注了心血和
汗水。同时，波浪能转换研究
也经历了从近岸到近海再到
深海的发展，波浪能发电装置
也完成了从岸式到漂浮式再
到鹰式发电装置的升级。

波浪有波峰和波谷，盛松
伟的波浪能研究也遇到过许
多波峰和波谷。“2006年时最
困难，当时团队只剩 3 个人
了。”盛松伟说，那是他从业
以来遇到的首个大波谷。“我
们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出差，不
是在海上，就是在去大海的路
上。我们想从国外引进一台

波浪能发电装置做研究，却遭
遇技术封锁。”他说，由于缺
乏可借鉴的案例，他们所走的
每一步都充满艰辛。

“虽然也会迷茫，但我一
直坚信这个事业一定是国家
未来需要的。”盛松伟说，为
了调试装置、记录数据、观
察设备，他和同事在海上一
待就是几个月。在去年的一
次海上试验中，预报显示，
有 7 个台风正朝发电装置袭
来。“我和同事在台风来之
前登上平台进行防风作业，
工作完已是凌晨2点，风浪已
经起来了。”

盛松伟说，当时海面一片
漆黑，他联系附近岛屿的一艘
渔船前来营救。他们每人穿
了两件救生衣，从发电平台跳
向摇摆的渔船。“一位同事掉
进大海，我们用救生绳救起了
他。”而这样的凶险时刻，盛
松伟遇到过五六次。

什么叫鹰式波浪能发电
平台？“发电平台有三个弧
度，看起来特别像鹰嘴。”盛
松伟笑着解释。记者在现场
看到，当海浪来临时，波浪能
装置随着海浪波动，像“鹰
嘴”一样将波浪能“啄入嚢
中”，转化为液压能后，最终
转化为稳定的电能。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
进，盛松伟和团队也迎来了事
业的波峰。他和团队研发的鹰
式波浪能发电技术、半潜式深
远海波浪能养殖平台获得多个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和国际船级
社认证，建成了10kW概念样
机“鹰式一号”、100kW工程样
机“万山号”、260kW海上波-
光-储-淡多能互补平台和全
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
平台“澎湖号”。

此外，在盛松伟的带领

下，2020年 6月30日，我国首
台500kW鹰式波浪能发电装
置“舟山号”正式交付。他和
团队突破了波浪能装置无法
长期稳定发电的瓶颈，实海况
发电效率国际领先。为保证
波浪能装置能早日为远海岛
礁并网供电，盛松伟率领团队
在大浪下完成海底电缆铺设
和并网调试，实现在远海利用
波浪能为岛礁供电。“我们已
获国家海洋局支持建造我国
首个、亚洲领先、国际一流的
兆瓦级波浪能示范场，可满足
1000人岛屿用电需求。”

目前，盛松伟和团队正在
设计单机 1 兆瓦的波浪能发
电装置，该装置计划于明年年
底前投用。“惊涛骇浪，稳若泰
山。”这八个字是盛松伟对波
浪能研究的最深体会，他会继
续和团队一起“逐浪前行”。

曾穿着两件救生衣“跳船”

实海况发电效率国际领先

盛松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