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夏杨/ 美编 黄绮文 / 校对 杜文杰 A6广东

栏目统筹/魏琴

详细报道请扫二维码

推动改革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广
东

“我坚信，二三十年后，因为
你们的奋斗，一个前所未有的中
国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9月17日晚，深圳大学粤海、丽湖
两校区通过直播方式联动举办
2022 年开学典礼。1.2 万余名新

“荔园学子”带着奋斗的青春印记
齐聚深大校园。这也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毛军发就任深圳大学校长
后首次公开亮相。

今年迎来12691名新生

今年深大录取人数再创历史
新高，充满朝气的荔园迎来了
12691 名新生，其中包括 7436 名
本科生、5010名硕士生、245名博
士生。研究生新生中不乏来自北

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今
年，深大还有来自 55 个国家的
238名国际新生。

记者了解到，今年，深大新增
供应链管理专业，依托粤港澳大
湾区中的核心引擎区位优势，重
点突出“智慧供应链”和“供应链
金融”两大培养特色，打造“数据
科学与管理科学交叉融通、智慧
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双轮驱动”
的专业特色，助力深圳实现建设

“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和“供应
链金融城市名片”的发展目标。

毛军发致辞鼓励新生

“奋斗的青春其乐无穷！人生
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在
奋斗之中！”深圳大学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毛军发就任后首次在开
学典礼上致辞。

青年人应当在大学度过怎样
的青春？毛军发说，虔诚的向学心
态、诗意的栖居姿态、纯粹的感情
状态，所有青春该有的样子，在大
学最唯美。所有的梦想成真都与
奋斗二字息息相关，亿万个奋斗的
脚步踏出了民族复兴、人生出彩的
锦绣前程。“于青春而言，于人生而
言，奋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最为
稳定有效的超级集成！”

悠悠潭江，汩汩东流，蜿蜒
至此，孕育侨埠，其名“开平”。
精美的碉楼伫立天地之间，为海
外游子树立了故乡的航标，让旅
外乡亲看到回家的路。《羊城晚
报·大美岭南》第19站走进江门
开平，带你领略多姿多彩的侨乡
文化。

江门开平，是潭江河畔的
华侨文化“宝藏”。这里拥有广
东省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
产，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
美堂的故乡。碉楼、村落、中西
合璧的建筑，构成了一幅优美
的侨乡“画卷”。

江门开平是超过 70万海外
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的故乡，曾孕
育出革命烈士周文雍、爱国侨领
司徒美堂、中国电影艺术事业开
拓者司徒慧敏、摄影巨匠沙飞、

“南国红豆”红线女等，可谓人杰
地灵。

置身开平大地，1833 座碉
楼拔地而起，星罗棋布于城镇、
乡村。碉楼之内，一幅幅照片记
录着家族的传承、一封封侨批述
说着万里之外的思乡之情、一件
件带有异域色彩的家具陈设营
造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百
余年华侨沧桑史，就浓缩在这点
点滴滴中。

进口的建材、希腊式立柱、
哥特式拱顶、中式壁画……精美
的碉楼身躯伟岸，犹如碉堡，又
似巨人。它既融汇了世界各国
建筑不同特点与本土建筑艺术，
成就“万国建筑大典”；又为海外
游子树立了故乡的航标，让旅外
乡亲看到回家的路。

湛蓝的天空下，簇拥着碉楼
的，是那诗意的田园村庄。蓝天
白云下万物并秀的自力村令人
心旷神怡；青山碧水旁虫鸣蝉叫
的立园让人悠然自得；连绵峰峦
下风过林梢的马降龙村感受清
幽静谧；还有绿意盎然的果林田
园、碧波潋滟的荷塘美景，这正
是我们心中的“诗与远方”。

潭江河畔有宝地，南岸乡
村、北岸城镇，骑楼蜿蜒，正是开
平赤坎古镇。此地水网密布，往
来交通便利，清末民初遂成著名
商埠。

这里既上演过商旅繁华的
纸醉金迷，也流传着司徒氏与
关氏双族争辉的传奇故事。如
今，一座集岭南文化、华侨文
化、乡村文化、休闲文化于一体
的文旅新地标，正在赤坎古镇
缓缓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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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通
讯员松湖宣报道：近日，位于东莞
松山湖的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
区）第一标段首栋建筑顺利封
顶。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今
年 3 月底正式动工，此次封顶的
是该项目第一标段 6 号楼，占地
面积2124平方米，建筑高度18.6
米，层数为 3 层，功能为师生食
堂。今年以来，建设方克服疫情
影响、雨季等不利因素，全力推动
一期项目建设，使首栋建筑提前
15天顺利封顶。

松山湖校区总占地面积约17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24.78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22.34亿元。而率先
动工建设的一标段工程（教学生
活区）位于松山湖校区西侧，包括
教学实验楼、教学楼、行政办公
楼、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及相
关附属用房。

另外，松山湖校区二标段工
程（产学研区）已经完成施工图审
查，即将进行施工招标工作。二
标段工程除了标志性的“湾”建

筑，还包括产研楼、科研实验楼、
学术交流中心、教师周转房等，将
在2025年全部建成。

据了解，大湾区大学（松山湖
校区）将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丰富的研究资源，建设“学科+大
科学装置（科研机构）+龙头科技
企业”科教产合作共同体，打造成
活力迸发的创新源头、人才港
湾。目前，大学在科研合作和人
才招引上都有了新进展。

大湾区大学（筹）行政负责
人戴长亮表示：“在师资队伍建
设方面，已经有实质性进展，我
们引进了 30 位教学员；在学科
建设方面，也成立了物质科学学
院，随后的其他学院也会陆续成
立。同时，我们结合湾区特色开
展的多重联合办学工作，目前已
经与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合作共
建绿色能源和材料实验室，和北
京大学共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研究中心。在这个平台上，我们
会 开 展 研 究 生 的 联 合 培 训 工
作。”

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
首栋建筑封顶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
报道：9 月 19 日，“顺势而来·德
汇英才”——“919 顺德人才日”
暨 2022 年顺德区“919 金凤凰”
杰出人才命名仪式在华桂园举
行。活动现场上，共30位来自产
业、科技、金融、教育、卫生、文
化、社会治理等领域45岁以下的
青年人才获命名“919金凤凰”人
才，其中杰出人才 10 名、优秀人
才20名。

“金梧桐”迎来“金凤凰”

作为今年“919人才工程”系
列活动的重头戏，顺德“919金凤
凰”杰出人才命名活动，在各领域
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之中，命名

“919 金凤凰”杰出人才 10 名、
“919金凤凰”优秀人才20名。

活动旨在彰显顺德对人才在
社会经济发展上所作出贡献的最
大敬意，鼓励广大人才以他们为
榜样，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
命责任，勇立潮头；鼓励更多人才
加盟顺德，打头阵、当先锋，为顺
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次活动有三大亮点：一是
涵盖面广，覆盖了产业、科技、教
育、卫生、文化、社会治理等领
域；二是聚焦未来发展的核心力
量——青年人才，激励各领域青
年人才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再建
新功；三是规格高，是近十年来首
次为人才命名的荣誉称号。

去年，顺德区举办“919金梧
桐”单位命名活动，树立了优质顺
企的雇主品牌和良好的城市人才
环境品牌。今年乘势而上，举办

“919 金凤凰”杰出人才命名活
动，让“金梧桐单位”“金凤凰人
才”两大人才工作品牌交相辉映，
树立优秀榜样，从企业、人才两个
层面全力营造重才、爱才、敬才、
惜才的良好氛围，激励全区人才、
企业一起谱写好“以水兴城、以城
聚才、产城融合”这篇大文章，让

顺德成为人才心向往之的城市。

8家单位获颁扶持资金

当日，2022 年顺德区竞争性
扶持人才项目扶持资金颁发仪式
上，8家单位获颁扶持资金。

据悉，根据《中共佛山市顺德
区委组织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顺德区竞争性扶持人才项目申报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区委组
织部开展了顺德区竞争性扶持人
才项目评选工作，通过竞争择优
的方式扶持 8 个项目，扶持总金
额达300万元。

此次竞争性扶持人才项目评
选的开展，旨在通过发挥扶持资
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
源，紧扣高质量发展及产业升级
需求，做实人才公共服务，促进区
域人才合作，加强高层次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同时，鼓励和支持入选单位发挥
人才引进、培育的平台作用，引
入、培育更多符合顺德发展需要
的急需紧缺人才，助力顺德实现
高质量发展。

“高端人才智库”揭牌

当日，“顺德高端人才智库”
正式揭牌。该智库通过汇聚全区
高层次人才数据、各行业专家数
据，以及高层次人才评定专家库、
职称评审专家库等专家、人才资
源，打造顺德首个高端人才智库。

“顺德高端人才智库”的成
立，进一步提升了顺德的城市软
实力。该智库将成为顺德各界人
才“联情、联谊、联智”的平台，通
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座谈会、走访
调研、专题研究等多种活动，就社
会、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
以及人才工作等各个领域，问计
于才、借力于智，实现人才智力聚
拢，推动人才与顺德发展的双向
奔赴。

深圳大学开学迎新
新任校长毛军发亮相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通讯员 王若琳 熊苗 董惠珍 陈文真 程文恺

佛山举办“919顺德人才日”活动

30位青年人才获“金凤凰”称号

南粤儿女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谭婷婷 谭耀广(除署名外)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诗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诗
意
的
田
园
村
庄

钟楼报春 岑锡斌 摄

江门开平人杰地灵

碉楼蜿蜒

毛军发致辞

金秋时节，岭南大地一派生
机勃勃。南粤儿女扛起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要
职责，以“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喜迎党的二十
大，推动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

为推广创新发展成果和改
革生动实践，广州开发区党工
委面向机关、社区、企业举办一
系列喜迎党的二十大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广州明珞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一站。
公司负责人姚维兵说：“近 4年
企业营收增长3倍、智能制造数
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对未
来充满信心！”

今年上半年，广州开发区围
绕营商环境从 6 方面提出 125
项具体改革任务。该区营商环
境改革局局长吴火华说，作为
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推动
者，我们翘首以盼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期待大会为包括优
化营商环境在内的全面深化改
革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

今年 8月 1日，全国首部智
能网联汽车管理法规《深圳经
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
例》正式施行，允许完全自动驾
驶汽车在划定路段行驶不配备
驾驶人。这一法规的出台，是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的新成果之一。

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承载党中央

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
意图，赋予深圳更

高 的 国 家 使

命。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政策
发布 3 年来，深圳蹄疾步稳推
动改革。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问题，深圳在要素市
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
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
改革、先行先试。党的二十大，
必将给深圳改革探索注入新的
动力。”

横琴、前海等粤港澳大湾区
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同样喜讯不
断。2018 年 10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横琴有
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
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深
圳要扎实推进前海建设，拿出
更多务实创新的改革举措”。
今年8月 10日，《深圳市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支
持科技创新实施办法（试行）》
正式推出，奋力破题深港澳创
新要素跨境融通；9月 15日，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二线”通道
4 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完成主
体结构施工，配套信息化工程
建设有序推进。

“广东坚决遵循中央顶层
设计，稳扎稳打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多点突破、纵深发展。”广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广东将进一步聚焦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推动
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取得重要
进展，在服务大局中展现广东
担当。

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
北 ，从 重 化 工 业 到 装 备 制 造
……一大批重大外资项目相继
落地，广东迈向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

日资企业太阳诱电决定扩

产陶瓷电容项目，意大利维龙
数智化供应链项目落地……今
年8月底，为期两天的东莞全球
招商大会共达成签约中外项目
72宗，涉及投资总额近 1100 亿
元，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新能源等领域。

东莞当地干部告诉记者，党
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基层
党员干部正以“坐不住、等不
及、慢不得”的强烈紧迫感和责
任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
确保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9月 6日，德国巴斯夫集团
在广东湛江投资的巴斯夫（广
东）一体化基地项目举行全面

建设暨首套装置投产仪式。这
一项目总投资约100亿欧元，是
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
单体项目。

该项目所在地湛江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正 开 展“ 喜 迎 二 十
大·奋进新征程”社区文化节
云展播活动。湛江经开区党委
委员王玮说：“全区党员群众为
党的二十大即将到来而振奋，
为一体化基地项目的落地投产
而欣喜，我们正积极与巴斯夫
公司对接下游客户的招商活
动，努力发挥大项目的‘磁场效
应’，带动产业专业化、规模化
发展。”

乡间步道平坦整洁、村舍民
宿各具特色、农业大棚内一片
忙碌……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
10月曾考察的广东省英德市连
江口镇连樟村旧貌换新颜，如
今走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曾获“2020 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的连樟村村民陆
奕和说：“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历程证明，只要按照总书记
的要求去做，我们不仅能脱贫，
还能发展得很好。我们都在盼
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更盼
着二十大带来发展的好政策，
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新华社）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