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二日電】中國政府網今
日公布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對民航業的發展目標、任務以及政策措施做出規定
，其中包括優化內地與港澳之間的航線網絡及到
2020年，航班正常率提高到80%以上等。這是國務院

發布的第一部指導民航業發展的重要文件。

珠三角機場功能互補
根據《意見》，到 2020 年，中國民航業航空運

輸初步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現代化民用航
空體系：航空運輸規模不斷擴大，年運輸總周轉量達
到1700億噸公里，年均增長12.2%；航空運輸服務質
量穩步提高，安全水平穩居世界前列；航班正常率提
高到80%以上；航空服務覆蓋全國89%的人口。

在加強機場規劃和建設的主要任務中，《意見》
提出要整合機場資源，加強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
等都市密集地區機場功能互補；在科學規劃安排國內
航線網絡的主要任務中，《意見》明確指出，優化內
地與港澳之間的航線網絡，增加海峽兩岸航線航班和
通航點。完善貨運航線網絡，推廣應用物聯網技術，
按照現代物流要求加快航空貨運發展，積極開展多式
聯運。

建立延誤預報制度
《航空知識》副主編王亞男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由於內地與港澳之間航線的通行點並不多，通過增加

內地與港澳航線航班密度，加強內地與港澳地區的航
空運輸合作，此舉可優化航線網絡；同時，兩岸航班
的服務亟待增加，亦反映出兩岸關係的逐步深入。

另外，本次《意見》提出多項要求，保證 2020
年，航班正常率提高到80%以上的目標，包括建立面
向公眾的航班延誤預報和通報制度，完善大面積航班
延誤預警和應急機制，規範航班延誤後的服務工作。
完善服務質量標準體系和實施方法，簡化乘機手續，
提高消費者滿意度等。

王亞男表示，通過國家行政法規手段，《意見》
的出台有利於民航公司通過改革，提升服務品質。

《意見》同時提出，加大空域管理改革力度。營
造適應航空運輸、通用航空和軍事航空和諧發展的空
域管理環境，統籌軍民航空域需求，加快推進空域管
理方式的轉變。

對此，王亞男指出，軍用空域完全沒有必要與民
航空域發生如今大面積的交疊，解決好軍民空域合理
規劃使用問題，將提高工作效能。

但他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出台相關規範性的細
則，包括不排除運用行政手段進行有利監督，避免
《意見》淪為 「空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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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在上海設立名為 「上海港鐵建設管理有限公司」 的合資企業，負責上海鐵路建設
的項目管理。其中，為上海地鐵九號線第一期的項目管理及業主代表，負責九號線的設計
及施工，並為八號線及十一號線作設計諮詢。九號線第一期松江新城站至桂林路站於07
年12月底通車，桂林路站至宜山路站段也於08年底完成。

港鐵公司與北京市政府簽署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特許經營協議》，項目總投資金額約
153億元，成立 「北京京港地鐵有限公司」 ，是港鐵內地業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該項目
是港鐵在內地首個以公私合營（PPP）模式合作投資、開通和運營的鐵路項目。四號線工
程於09年9月落成，其延長線 「大興線」 也於2010年落成通車。

港鐵公司跟深圳市政府簽署深圳軌道交通龍華線二期的興建及全線30年的特許經營協議
，採用一種建基於 「鐵路和物業」 模式（即由港鐵公司負責龍華線沿線的物業發展項目）
的融資安排，全資以建設、營運、轉移（BOT）的模式興建及營運，並成立全資擁有的子
公司 「港鐵軌道交通（深圳）有限公司」 管理整個總投資58億元的項目。港鐵（深圳）
公司於2010年7月接管龍華線，該線於去年6月全線通車。

百餘愛心企業撐慈展會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為期三天的首屆中國

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以下簡稱慈展會）12 日在深圳
會展中心開幕，來自全國 26 個省市 544 家公益慈善機構和
企業入選參展，民營企業成捐贈主角，國企大佬抱團參展熱
情高漲，彰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新風尚。

作為中國首次國家級、綜合性公益慈善交流展示會，國
務院副總理回良玉發來賀信，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
記汪洋、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民政部
部長李立國等人當日出席了開幕式。

據了解，此次展會吸引了全國各省市一千多家機構報名
，最終544家入選，其中公益組織260家（含香港機構1家
），企業 142 家，基金會 10 家，還有省市組團和科研媒體
機構共38家。除了中石油等國企 「大佬」，報名參展的300
多家民營企業由於展位有限，僅有半數進入展區，此外也不
乏有港企身影。

「公益行業 『僧多粥少』的局面，很大程度是信息不對
稱造成的。」深圳市慈善會秘書長房濤表示，很多企業有強
烈的捐款願望，但卻苦於找不到好的項目和執行團隊，此次
展會將為企業與慈善組織搭建溝通交流平台。

深圳社會福利基金會不僅在現場組織了國際藝術大師邢
東現身與深圳自閉患者共同作畫認捐支持慈善，此外還與廣
汽集團和青海教育發展基金會簽約 「羚羊車」公益項目，首
期籌得109萬元，計劃用於支持玉樹牧區散居兒童提供流動
教學服務。

除了主會場靜態展示，展會現場還設置有動態體驗區、
大型峰會研討會和公益沙龍等六大板塊，囊括近百項活動。
有學者認為，有學者認為，去年 「郭美美」事件令中國慈善
事業面臨社會巨大的質疑和信任危機，不過作為慈善主力軍
的愛心企業投身公益的熱情未減，此展台有望助力中國慈善
事業重塑形象，進一步深化慈善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發展。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二日電】陝西古代文物
「甲天下」，現代文化產業今也花開 「富貴」。陝粵

港文化產業合作發展推介會 12 日在深圳舉行，陝西
文化產業項目受到珠三角地區和港澳客商的歡迎，現
場成功簽約 33 個投資項目，引入投資總額高達
132.24億元人民幣。

12 日上午，陝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景俊
海向前來參加文化產業推介會的粵港澳企業家們介紹
說，陝西正處於發展最好最快、最具活力的黃金時期
，文化產業面臨空前的發展機遇。目前，國家已啟動實
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陝西省政府也在推動 「文化強
省」戰略，今年以來，在財政投入、金融信貸、稅收優
惠、支持民營、市場准入、獎勵激勵等方面出台了大
量新的扶持政策，支持建設30個重點文化產業項目。

陝西省作為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不僅保留黃帝陵
、兵馬俑等豐富的歷史遺產，現代的文化產業也在
「大開放」，向 「大市場」邁進。據透露，在 2015

年前，陝西省將以周、秦、漢、唐文化產業園等為重
點，建設 10 個以上特色鮮明的重點園區；以西安國
家數字出版基地、西安國家及印刷包裝產業等為重點
，建成 10 個以上聚集效應顯著的文化產業基地；以
陝西文化投資集團公司、陝西廣電網絡產業集團等為
重點，努力打造10個以上年營業收入過50億的大型
文化企業。

陝文化產業年均增長三成
陝西省代表團以三個 「特別」來形容陝西文化產

業發展的形勢，資源特別豐富、政策特別給力，前景
特別廣闊。據悉，2006 年至 2011 年，陝西省文化產

業發展速度已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文化產業增加
值從 97.88 億元達到 374.86 億元，平均年增長 31.8%
，比同期 GDP 年均增速高出 16.9 個百分點，陝西文
化產業已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為參加這次推介會，陝西省商務發改、經貿工商
、文化廣電、新聞出版、旅遊文物等部門，西安高新
、曲江新區等省市重點文化企業單位100多人組團，
精心篩選140多個文化合作項目抵達深圳向粵港地區
的企業家推介展示。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二日電】廣州市新一輪
城市軌道交通近期建設規劃近日獲國家發展改革委正
式批覆，同意廣州新建7條共228.9公里城市軌道交通
線路，這標誌着廣州軌道交通建設將進入新一輪大發
展。廣州地鐵總公司今天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規劃
實施後，全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將超500公里，全面覆
蓋番禺、從化、增城等地，屆時市民利用包括地鐵在
內的公共交通出行率將達60%。

經近20年建設，廣州已建成開通地鐵一至五號線
、八號線、廣佛線廣州段、珠江新城旅客自動輸送系
統，共8條線路222公里，日均客流量接近500萬人次
。目前在建的還有六號線首期、廣佛線西朗至瀝滘段
、八號線鳳凰新村至文化公園段、六號線二期、七號
線一期和九號線一期等6條線路，長約93.8公里。

廣州地鐵總公司表示，15 年前的廣州地鐵日均客
運量不足10萬，到2005年國慶期間最高日客流突破百
萬大關，到 2010 年最高日客流高達 784 萬。新一輪城
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獲批，將有利於廣州緩解交通擁
堵狀況，提升軌道交通網絡化水平，加快推進珠三角
乃至粵港澳交通基礎設施一體化。

新獲批的7線包括8號線北延段、13號線、14號線
、21號線、4號線南延伸工程、11號線、知識城線。其
中，11 號線（火車站─東站─琶洲─火車站），可使港
人乘坐廣深線抵廣州東站後，通過地鐵實現與天河北、
白鵝潭、白雲新城、廣州站等客流集散點的無縫對接。

涉及 23 條軌道交通線的珠三角城際軌道
項目，截至去年底建成和在建里程已逾400公
里，在建項目包括莞惠線、穗莞深線及佛肇線
，涉投資額逾760億元，擬開工項目包括廣佛
環線（佛山西站至廣州南站段）、佛莞線（廣
州南站至東莞望洪站段）等。按廣東省政府要
求工期，到明年底將建成珠三角核心區主骨架
網，到2015年建成總里程約550公里，相當於
目前日本新幹線總里程的兩成。

省長調研定合作模式
為加快珠三角城軌建設進度，廣東有意引

入港鐵公司合作。廣東省鐵投集團有關負責人
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透露，去年十月雙方便就
珠三角城軌沿線資源開發工作進行交流與探討
，力求盡快落實合作開發項目。今年二月，赴
港出席春茗的廣東省長朱小丹到港鐵公司調研
，強調要借鑒其 「地鐵＋物業」的開發模式；
期間隨團的廣東省鐵投集團董事長朱耀忠也會
晤港鐵負責人，就加快深化合作進行協商。

今年三月，朱小丹在穗會見港鐵公司董事
局主席錢果豐，雙方就港鐵公司參與廣東城軌
交通項目發展事宜深入探討，形成多方面共識
，決定成立聯合專責小組加以推進。廣東省鐵
投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從四月至今，雙方均
多次互派專業代表團開展詳細考察調研，並協
商研究合作方案思路，近期雙方終於初定首個
合作區段項目 「廣佛環線（佛山西站至廣州南
站段）土地綜合開發」，港方將由港鐵軌道交
通（深圳）有限公司承擔。

緩解珠三角城軌缺資
廣東省鐵投集團有關負責人指出，近年港

鐵公司接連參與北京、深圳、上海等內地城市

的地鐵項目建設，在內地投資的地鐵長度已累
計196公里；而今次參與珠三角城軌項目 「分
杯羹」，除了拓展其獨特的 「地鐵＋物業」開
發模式外，還可緩解現時珠三角城軌建設資金
緊缺的燃眉之急。

據規劃，珠三角城軌項目估算總投資額
達 3700 億元，儘管遠期規劃至 2020 年
才建成，但這筆資金如何解決，一
直是廣東省政府面臨解決的迫切
問題。上述負責人稱，為解決
項目建設資金難題，除了加
快引入港鐵公司合作外，廣
東在城軌建設中將首嘗
TOD（公交導向型發展
）開發模式，首批包括
珠海北站、虎門商貿
城站等 6 個站場規劃
獲批，並成立 「廣
東珠三角城際軌
道交通資源開發
有 限 公 司 」 加
速推進。

按廣東省
政府最新安排
，首批 6 個開展
TOD 試點站場中
尚未確定開發模式
的須於7月內明確，已
明確模式的要加快建設
進度，於 8 月內上報工程推進
時間表。同時抓緊做好土地儲備、收益測算、
開發規劃等工作。其中佛山要抓緊與港鐵公司
洽談合作事宜，其他各市也要加快尋找投資合
作夥伴。

港鐵公司北拓 「再下一城」 。廣東省鐵路建設投資集團透
露，近期跟港鐵公司已就廣佛環線（佛山西站至廣州南站段）土
地綜合開發的合作達成初步共識，並對工作層面下一階段專業對接
進行部署。目前廣東省政府也已與港鐵公司成立聯合專責小組，爭取以
廣佛環線為平台，發揮各自的優勢，共同打造粵港合作的珠三角城際軌道沿
線開發新模式。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二日電】

國務院發文指導民航發展

陝文化產業向粵港引資132億

▲陝粵港文化產業合作發展推介會在深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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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景俊海在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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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成立專責小組 複製地鐵+物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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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慈善成為生活習慣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 「人人皆可慈善」。

在企業社會責任展區內，有一家愛心企業在展位上貼出該標
語，同時還免費為公眾提供茶水服務，茶葉來自他們幫扶了
16年的一個村莊。

「為了發揚慈善事業，展會期間將為參觀者提供一個互
動的平台，及時收集反饋信息，並為他們準備了茶水。」一
家愛心企業參展商陳先生告訴記者，為公眾提供的茶葉來自
他們幫扶了 16 年的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主要是以生產茶葉
為生。將村莊生產的茶葉帶到現場，是想通過展會將這個慈
善成果與廣大的參觀者交流和分享。

展館內，參展企業和機構分享慈善成果並不在少數，有
慈善機構更將對口幫扶的貧困山區兒童安排在現場，借此呼
喚更多熱心人士參與和關注公益。不少企業參展商表示，參
加本次慈展會，有助於與全國各慈善組織機構更好的交流，
同時促使更多的社會各界人士，加入到愛心行動中，讓慈善
變成一種生活習慣。

港鐵搶灘廣佛城軌港鐵搶灘廣佛城軌
▼港鐵公司北上合作建設
珠三角城軌，廣佛環線成
為首個合作項目 本報攝

▲首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12日在深圳會展中
心開幕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