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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個稅設花紅 優惠生活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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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在人
才政策和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又有新突破
。近日深圳出台《前海深港人才特區建
設行動計劃（2012-2015年）》（以下
簡稱《行動計劃》），對外釋放 「打破
現有跨境人才流動障礙」 的信號，同時
也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前海人才
建設問題做出了具體部署和安排。根據
計劃，前海將力爭三年左右，引進各類
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超過5萬人。前海
管理局負責人表示，未來將在稅費改革
、優惠人才生活配套等方面對引才予以
「先行先試」 的支持措施，為境外人才
創造接軌國際的工作環境。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六日電】

根據《行動計劃》，前海將率先探索稅制改革
，在個人所得稅稅基、稅種、稅率方面逐步與香港
接軌，並允許由技術轉讓、技術入股、期權激勵等
所獲得的收益，以及國際性組織和國內政府獎勵、
財政性創新創業資助等方面的收入，不繳納或暫緩
繳納個人所得稅。

前海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經營發展處處長王錦
俠表示，在稅收優惠上，前海將對境外高端人才和
緊缺人才，按內地與境外個人所得稅負差額給予補
貼，補貼部分免徵個人所得稅。王錦俠透露，前海
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認定辦法和標準，以及稅收
補貼辦法都在陸續作最後制定，近期有望推出。

進行股權與分紅權激勵改革試點
《行動計劃》還指出，將支持前海的國有及國

有控股的金融機構、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先進型服
務企業等現代服務業企業進行股權與分紅權激勵改
革試點。支持以國際人才為主體的社團組織發展，
簡化登記手續，減少政策限制，使其成為國際人才
交流的重要平台。

根據《行動計劃》，前海將大力引進國內外金
融機構設立國際性或全國性管理總部、業務運營總
部，打造國際金融機構總部基地；繼續擴大對包括
香港在內的境外專業服務業的開放，建設國際知名
的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業中心。至 2015 年底，
集聚至少 30 家行業領先機構，形成文化、科技服
務及專業服務業人才發展的有效載體。

王錦俠透露，截至上月底，前海金融集聚、創
新取得實質性突破，包括與 37 家國內外重要總部
機構簽訂戰略協議，投資額近3000億元，已有163
個項目批准入園，70%以上為金融機構。王錦俠認

為，用企業來聚集人才，這正是前海建設人才特區
的主要方式之一。

建「外國人永居證」申請服務體系
而在優惠境外人才的生活配套上，前海在現有

的基礎上也再往前推進一步。王錦俠透露，前海支
持構建一站式的 「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申請與服務
體系，授權設立服務窗口，降低申請標準並擴大適
用範圍，賦予持卡人才更多國民待遇。同時擬開展
試點，為海外華裔給予 15 年免簽證便利，可享受
除選舉或被選舉等政治權利以外的國民待遇。

此外，允許境外高層次人才憑有效期內的境外
駕駛證件辦理赴港車牌。支持開闢外幣匯兌攜帶綠
色通道；符合有關政策規定進境的部分科研設備和
合理數量的生活自用物品，免徵進口稅收，或給予
全額補貼。與此同時，支持港人在前海設立獨資醫
院和獨資國際學校。

根據《行動計劃》，前海力爭3年左右，將初
步建設成國際人才高度聚集、人才載體高度發達、
人才組織高度活躍的現代服務業人才高地。到
2015年底，各類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超過5萬人
，人才貢獻率居於亞太地區領先水平。

【本報訊】據新華社深圳十六日消息：近年來，西方流
行的開會規矩—— 「羅伯特議事規則」逐步被引進中國。在
深圳一個社區開展的試驗顯示，這套規則體系既幫助搭建了
交流的工具平台，同時也激起東西方兩種開會文化的碰撞。

政、企、居民按規則交涉
在15日下午的深圳市羅湖區文華社區裡，由羅湖區社

工委組織，來自企業、政府和居民的三方代表圍坐在一學校
空場上，針對錦聯片區居民反映的東益汽車企業維修、噴漆
等作業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展開了對話。現場還聚攏了近百名
片區居民。有意思的是，這次對話引進了國外通行的 「羅伯
特議事規則」。

這是一個大多數中國人還感覺新鮮的概念。簡單地說，
這是開會的規矩，涉及動議、附議、反對和表決等系列規定
，由美國人羅伯特在19世紀制定完善，逐漸通行於全球。

下午三點半，會議主持人翟長江首先宣布了簡化版 「羅
伯特議事規則」。針對如何有效執行對汽車企業的監督，居
民與企業代表輪流起立發言。每名代表一開始發言，計時開
始，到了兩分鐘截止時間，即使是政府官員，也不得不立即
閉嘴。代表們還不能打斷發言者，只能耐心等待順序。發言
完後，主持人詢問另一方有無反對意見。

建對話平台防過激舉動
從允許居民隨手拍污染現場，到敦促政府介入監督，一

條條措施從建議形成共識。居民代表李女士在一家民企當助
理，開過的會不少， 「以前開會，拍桌子吵架的太多了，這
次確實有點不一樣，大家能靜下來談。」

奧德汽車的一名代表表示了認同， 「有公平的規則，起
碼可以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雙方不會產生過激的行動。」

但剛硬的規則，也意外遭遇到一些現場居民急躁情緒的
衝擊。一些居民在場外議論紛紛， 「談什麼談，企業不過就
是在拖延時間」。即使是主持人翟長江自己，也違反了一次
中立原則：由於擔心對話會達不出成果，直接提醒居民代表
們提出具體的懲罰措施，這樣才能對企業形成威懾力。 「作
為主持人，不應該說太多，根據規則，應該中立，最好閉上
嘴。」翟長江隨後反思說。

「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國內譯介者袁天鵬則表示，在
「羅伯特議事規則」中，不僅包含了成功開會的一些程序，

還蘊藏着對規則的尊重及程序正義的理念，而這在中國轉型
時期的諸多利益糾紛中，提供了理性平和解決的指引。

【本報訊】據西寧晚報報道：12月13日晚，根
據青海公安廳和西寧市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部署，西
寧市公安局在全市範圍內迅速開展統一行動，對 「12
．5」專案涉案人員實施集中抓捕行動，共抓獲 「全
能神」邪教骨幹成員 37 名，其中，邪教組織首要分
子7名。

「全能神」邪教組織又名 「東方閃電」、 「實際
神」，主要借 「基督教」名義從事非法活動。國家宗
教事務局早已對其邪教性質記錄在案，依法取締。近

日， 「全能神」邪教組織人員在多地利用 「2012 世
界末日說」非法聚集、上街散發宣傳資料，散布世界
末日謠言，鼓吹 「只有信教才能得救保平安」。為制
止其非法活動，青海警方發起了打擊行動。行動中，
警方抓現行，端窩點，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西寧市城
東區抓獲重點人員9人；城中區抓獲重點人員7人；
城西區抓獲重點人員1人；城北區抓獲重點人員4人
；湟源縣一舉抓獲骨幹分子6人；湟中縣抓獲重點人
員10人。並收繳了大量邪教組織非法宣傳材料。

【本報訊】據重慶商報報道：15 日，中國（重
慶）國際設計周在陳家坪會展中心正式拉開帷幕。首
日簽約五大項目，資金總規模達 86.4 億元，包括擬
投資 35 億元、依託內地首部百集三維動畫《嘻哈遊
記》，打造的首個中國版 「迪士尼」兒童樂園將落地
合川。重慶市副市長童小平出席開幕式。

融休閒、娛樂、教育一體
未來，主城的小朋友只需1個多小時，就能玩到

重慶本土的 「迪士尼」。
15 日，合川區政府與重慶榮立房地產簽署

《 「嘻哈遊記──鷹巖村」沙灘休閒文化及生態觀光
農業旅遊項目合作協議書》，意味着首個中國版的
「迪士尼」兒童主題樂園四年後將在合川雙槐鎮 「誕

生」。
這是一個以動漫形式為主題，打造集休閒、娛樂

、教育為一體的綜合性項目，佔地 7500 畝，擬投資
35 億元，整個項目圍繞 「嘻哈」主題展開，將分別
打造嘻哈漁村、嘻哈冒險叢林和嘻哈主題樂園三期項
目，預計2016年將全面建成投用。

在嘻哈主題樂園中，《嘻哈遊記》這部動畫片裡
的很多場景、畫面、形象和道具都將走進現實，讓遊
客、尤其是兒童親身體驗 「取經」的過程。

「我們會將人物角色與動畫場景全部植入項目中
，把動畫片搬到樂園中來。比如讓小孩穿上動畫片裡
角色的衣服在遊樂場裡玩。」《嘻哈遊記》製作公司
──重慶帝華廣告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毅剛表示，
「以後從主城到遊樂園，走高速到合川，車程僅一個

多小時，價格雖然尚未確定，但肯定不貴。」

嘻哈主題樂園將走向全國
據悉，《嘻哈遊記》以《十萬個為什麼》和《西

遊記》為基礎，是重慶、同時也是國內首部百集三維
動畫片，不僅登上了央視和 12 家省級電視台，還在
海外多個國家成功上映。

「該專題樂園並不是簡單的照搬《嘻哈遊記》，
還會與雙槐鎮特殊的文化風味相結合，從而打造重慶
本土的 『迪士尼』。」胡毅剛說，由於其商業模式不
受地域限制，嘻哈主題樂園未來將會在全國十多個省
「落地開花」，在全國推廣開來。

深社區引進西式會議文化 青海破全能神邪教拘37人

渝35億打造中國迪士尼
以動漫為主題 計劃2016年開業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六日電】經過頭三年的
起步階段，明年前海將進入全新的開發建設階段，同
時對各類國際化高層人才和緊缺人才的需求十分急迫
。記者獲悉，近日前海已向外界發布常年儲備人才的
消息，其引才政策重點面向港澳台等海外地區。

伴隨着軟基處理工作今年基本完成，明年前海將
全面進入整體開發建設階段。記者留意到，與此前發
布的人才招聘信息不同的是，近日在前海開發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發布的招聘信息中，首次出現了 「常年儲
備」的字眼，受到外界多番關注。仔細瀏覽不難發現
，其儲備的人才多與前海下一步即將進行的開發建設
業務密切相關，當中既有開發建設部的道路交通類工
程師、土建類工程師等崗位，也有投資運營部需要的
項目投資專員，更有不少涉及地產和金融行業的崗
位。

前海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錦俠表示，此次前海引
才政策首先是針對外籍、港澳台和留學歸國的人才，
主要是國際化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其中， 「國際
化高層次人才」要求有國際從業經驗，且在重要崗位
上擔任過職務並發揮重要作用的高端人才，而緊缺人
才則是物流、金融、科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中深圳急
需的人才，比如在金融領域有跨國公司、實戰經驗的
人才。

王錦俠指出，目前前海引進的人才以華人為主，
今後將轉移到吸引世界精英為主，爭取將前海人才特
區打造成為一個開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區域。他還透
露，有見及此，前海將搭建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
引進平台，2015 年底，還將引進和集聚在前海的中
央 「千人計劃」、廣東省領軍人才共30名左右。

儲備人才應對前海開發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六日電】香
港專才北上深圳前海執業，能否突破政策
瓶頸，實現深港職業資格互認尤為關鍵。
前海管理局負責人透露，目前前海正在制
定辦法，推進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的專業人
士在前海直接提供專業服務，該方案正在
國家有關部委的支持下加快落地。

目前，內地在人才資源的跨境區域流
動上仍存障礙，港人北上內地提供專業服
務，先要考得大陸職稱才能執業。前海管
理局新聞發言人王錦俠指出，《行動計劃
》重點提到 「創新深港人才模式」，尤其
是讓深港職業資格互認。

王錦俠認為，推動國際人才加快向前
海聚集，必須打破一些政策瓶頸、機制體
制性障礙，使境外更多精英人才能夠自由
進入前海。

王錦俠表示，前海將進一步擴大對港
、澳專業服務業市場的開放，率先探索接
軌國際的專業資格認證體系。其中，對於
CEPA框架下內地與香港已互認的專業資
格項目，需省市主管部門或行業協會進行
初審推薦的，已授權前海管理機構初審推
薦，而需經省市轉報國家部委或相關行業
機構的，簡化報批程序，授權前海管理機
構直接上報。

據介紹，今年9月，財政部已批覆深
圳市實施《香港會計專業人士擔任前海會
計師事務所合夥人暫行辦法》。王錦俠表
示，在此基礎上，前海將 「由點到面」分
類推進其他專業領域，逐步推進深港跨境
專業資格互認，爭取到 2015 年完全覆蓋
各專業服務領域。

根據《行動計劃》，前海還將建立深
港跨境人才合作、交流和培養機制，具體
包括設立深港人才論壇，鼓勵前海企業與
香港高校及科研機構簽署合作協定，制定
人才合作計劃，逐步建立深港現代服務業
人才共同市場，實現人才資源配置，同時
支持前海企業與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培
養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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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加大引進人才力度，圖為前海工作人員
黃仰鵬攝

◀《嘻哈
遊記》曾
在多個電
視台播出
，並受到
觀眾歡迎
網絡圖片

▲警方收繳了大量邪教組織非法宣傳材料和傳播
邪教內容的橫幅、光碟等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