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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曾幾何時，珠三角幾乎是
「改革領頭羊」 的代名詞， 「機會多」 、
「視野寬」 、 「前景廣」 ……是人們對珠
三角的普遍評價。然而，這個品牌今時今
日卻有褪色之虞。廣州《羊城晚報》上月
底在22個省市採集逾二百份問卷，結果發
現能叫得全珠三角九個城市名稱的受訪者
寥寥無幾；選擇到長三角發展的人幾乎與
珠三角一樣多；抱怨珠三角言語不通、治
安不靖、空氣不清甚至吃野味不文明者亦
大有人在。專家學者建議從形象宣傳、發
展模式等方面手，為珠三角品牌重新注
入活力。

陸豐核電站可禦六級地震

受訪者最先想到的珠三角城市
廣州︰114

深圳︰68

珠海︰18

東莞︰17

佛山︰3

惠州︰3

中山︰2

江門︰1

肇慶︰0

（資料來源︰《羊城晚報》）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董謙君汕尾一日電】落
戶汕尾的粵東首個核電項目 「陸豐核電站」正在加快
建設。中廣核陸豐核電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接受本報
專訪時透露，該項目可抵禦最高六級地震，預計總投
資將超過800億元人民幣，首期兩台百萬千瓦級別核
電機組可於2018年中建成投產，屆時可向珠三角等地
乃至港澳地區進行供電。

位於廣東汕尾陸豐市碣石鎮田尾山的陸豐核電
站，是中廣核集團繼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站、
陽江核電站和台山核電站之後在粵建設的又一核電
項目，亦是粵東地區首個核電項目。本報記者在項
目建設現場看到，移民新村建設已完成搬遷，嶄新
的進場道路已建成通車，臨時搭建起來的施工棚前
的大片土地也已推平，供水工程D段已完工，數台
挖掘機正在為正式開工前做最後的挖掘工作。

中廣核陸豐核電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經理常啟能
表示，陸豐核電站的規劃容量為六台百萬千瓦級核電
機組，容量設計上與大亞灣核電站相同，建成後產電
規模稍大於大亞灣核電站。項目一次規劃完畢，
分期建設。在執照申請方面，已獲得項目可研評
審階段所需的35個支撐性文件中的23個批文，工
程設計已完成 「兩評」報告並上報，其他各類相
關設計也在進行中。

常啟能表示，整個工程預計總投資為800億元，
首期兩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預計可在2018年中投產
，投產後每台機組年發電量可達160億千瓦時。他稱
，陸豐核電站建成後，將有效優化廣東省能源結構，
特別是促進潮汕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為深圳、廣州
等電力資源比較緊缺的珠三角地區輸電， 「如果香
港出現電力資源緊缺時，也可為港進行供電」。

運行管理借鑒大核
核電的安全問題一直是大眾關注的焦點，尤其是

近期河源頻發地震更易讓人聯想日本福島核電事故。
常啟能透露，核電站的選址相當於 「選美」，會綜合
考慮地震、海嘯等因素，並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對
人口密度、動植物生態狀況、地質、地形、地震、海
洋等氣象因素都有嚴格要求。陸豐核電站在研究廠
址所在地的時候會根據陸豐歷史上記載的可能出現
的最大的地震記錄，並考慮一定的地震寬裕度，計
算出了該核電站的停堆地震，相關廠房和設備要按
照抵禦陸豐地區最高地震進行設計。

「據陸豐市現有的歷史資料記載，陸豐地區出現
過的最高級別的震級為6級，因此河源地區發生過的
4.8級地震假如同樣發生在陸豐境內，對核電站的正
常運作不會有太大影響。」常啟能補充說，陸豐核電

站的運行和管理的經驗建立在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
電站等核電項目經驗的基礎上，整個核電站的安全設
計會借鑒之前的核電站的成果，凡是有好的、能夠保
證安全的經驗和措施都會在各核電站之間相互反饋進
行使用。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一日電】《南粵水更清行動計劃
（2013～2020年）》（下稱 「《計劃》」）日前正式發布，
廣東未來將投資約1187億元，實施聯合治水、飲水安全、水
源保護等七大類工程項目，並對珠江廣州河段、深圳河、小
東江等重污染流域治理實行 「河長」責任制，將重污染流域
治理的主要目標、任務納入 「河長」政績考核。

據了解，2010年廣東省水源中有6.8%屬重度污染，280
萬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問題有待解決。根據《計劃》，從今年
開始廣東將陸續投資約1187億元，實施聯合治水、飲水安全
、水源保護、設施提效、親水景觀、數字監管、全民愛水等
七大類工程項目，其中403.85億元用於新建、擴建骨幹污水
處理廠。

水質三年不合格無職升
《計劃》還明確指出，廣東今年將實施分區控制，嚴格

環境准入，強化環境監管等系列措施來推進新一輪的水環境
綜合整治，對重點的污染流域治理實行 「河長」責任制。在
珠江廣州河段、佛山水道、西南涌等多條重污染流域，按照
政府對本地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法定要求，由各地政府主要負
責人擔任 「河長」，負責本地區內水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

廣東還制定了 「河長」考核獎懲辦法，將重污染流域治
理的主要目標、任務納入 「河長」政績考核，對一年考核不
合格的 「河長」進行約談；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的通報批評
；連續三年考核不合格的，嚴格實行 「一票否決」，兩年內
不得提拔。

今年廣東還將啟動東江流域、韓江流域、鶴地水庫、高
州水庫、南水水庫等河庫健康評估試點工作，開展地下水環
境質量狀況調查，制定東江、北江等流域水質風險總體控制
策略與行動計劃，通過一系列的流域綜合整治和生態建設，
使廣東地表水質達到環境功能要求，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源水
質高標準穩定達標，水生態系統逐步修復。

在記者調查過程中，大多數外地受訪者對珠三角
的概念比較模糊，不知道何謂 「珠三角」，其中不乏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員、律師、醫生、教師等。幾
乎沒有人能準確說出珠三角地區所包括的九個城市名
字，能列舉出四五個已算難得，甚至有受訪人將香港
、湛江、廈門、汕頭誤認為是珠三角。

何謂珠三角不甚了了
28日，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主任馮勝平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並不奇怪，從研究中心做過
的調查來看，對珠三角概念的印象和了解，不僅外
地人外省人概念模糊，連廣東人自己也有近半是不
清楚的。

「廣東省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專家庫」中的社會
管理類專家、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鄭方輝
則表示，由於毗鄰港澳，加上率先改革開放，珠三角
在全國具有較高知名度和美譽度，但隨國家發展戰
略調整，長三角等地區後來居上，珠三角品牌形象不
如從前，這是正常現象。

在被調查者印象中，珠三角 「治安亂生恐懼、吃

野味受不了、污染重難幸福、講白話有隔閡」等。基
於這些 「壞印象」，很多人 「逃離」珠三角，選擇奔
赴長三角或留在家鄉。

對此，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
認為，珠三角低調不張揚，不太擅長打造形象。外地
人的印象之所以有偏差乃至誤解，與宣傳不足有很大
關係。

鎮街也是品牌一部分
「來珠三角的每一個人都心懷期望，作為政府，

如何滿足他們的期望，必須在管理上做好，這是 『期
望管理』的問題。」林江強調，如果政府這方面做得
不好，外來者自然心生失望，離開後就會把這種 「負

面」印象帶給親友，慢慢的，整個珠三角給人家的形
象就不好了。

至於如何宣傳？有網友建議設立一個 「珠三角管
理局」統一處理珠三角的問題。鄭方輝指出，珠三角
是跨地市的區域，誰來宣傳、宣傳什麼，很難進行體
制性協調；由政府部門主導相關工作，也與市場經濟
規則背道而馳。不過馮勝平認為，可考慮建立一種協
調機制，比如九個市的宣傳部長聯席會議，讓珠三角
的宣傳互動起來。

專家學者的共識是，珠三角的宣傳要靠全民動員
，每個生活在珠三角的人都有責任維護珠三角的形象
，區內任何一個市、區或者鎮街的形象，都要自覺是
珠三角品牌的一部分。

【本報記者方俊明、陳若菲廣州三月一日電】3
月1日起，深圳、珠海均在全市範圍內實施商事登記
改革。據介紹，今後企業登記從審批許可向核准登
記轉變，新版營業執照種類大幅精簡、不再記載經
營範圍、不再記載 「註冊資本」。廣東省工商局有
關負責人表示，該改革大大簡化了商事登記流程，
今後開店最快一日就能搞掂營業執照。除深、珠兩
地外，佛山、順德、東莞等地商事登記改革試點工
作也正穩步推進，有港商接受採訪時表示，四地營
業執照辦理速度甚至快過香港。

珠海半小時內頒發5執照
根據《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

珠海經濟特區商事登記條例》，從3月1日起，深圳、
珠海均在全市範圍內實施商事登記改革。據廣東省
工商局介紹，自2013年3月1日起一年內，本地區的商
事主體應向原登記機關申請換領商事主體營業執照
。除主動申請外，商事主體在辦理各類變更登記業
務及年檢時，可一併辦理新營業執照的換發。

商事登記改革首日的珠海工商局的登記現場十
分熱鬧，僅早8時半到9時這半個小時之內，珠海就頒
發了5個營業執照。珠海工商局副局長堯文君告訴本
報記者，只要申報者資料齊全，商事登記機關自受
理之日起在一個工作日內就會予以登記，而根據深
圳的規定，營業執照也將會在申請者的申請被受理
後的三個工作日內發出。此外，兩地今後商事登記
辦理不再收取登記費用。

除加快審批速度和免除登記費用外，本次改革
還力推商事登記全程電子化，整個申請、審核流程
全部在網上完成，無需提交紙質申請。深圳、珠海
均立法明確規定電子檔案、電子營業執照與紙質形
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舉被認為是內地企業登記
註冊方式的重要創新，業界認為此舉或將引發行政
許可網上申請和審批的新一輪改革熱潮。對港商而
言，這也意味足不出戶就可以在深、珠登記註冊
公司。

深圳、珠海還啟用了新版營業執照，目前內地
使用的18種營業執照，設置繁瑣。新版營業執照啟用

後，除特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營業執照、企業集團
登記證、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登記證暫
不作調整以外，其餘15種營業執照精簡為4類，分別
是《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非法人企業營業執照
》、《分支機構營業執照》和《個體工商戶營業執
照》。該項改革力圖扭轉以往 「重審批輕監管」的
現狀，改為 「輕審批重監管」。

新版執照通行全國無障礙
由於深圳、珠海實行商事登記改革屬於先行先

試，有人擔心商戶在其他地區使用新版營業執照會
遇到障礙，對此，廣東省工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新版營業執照與非試點地區的營業執照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省工商局已在全國工商系統轉發新版營業
執照樣式，並將加宣傳力度。此外，新版執照採用
防偽底紋設計，印有防偽條碼，外界可通過相應網
址查詢。

除了深圳、珠海外，佛山、順德、東莞等地的
商事登記改革試點也正穩步推進。在順德、香港兩
地都有企業的廣東寶麗雅實業發展公司董事長葉中
平表示，他1991年在香港註冊時僅花了三四天，2009
年在順德註冊時間則長達三四個月，但順德商事登
記改革試點開始後，企業一日便可拿到營業執照，
東莞自去年12月試點後，辦理執照最快僅需一個小時
，比香港註冊還要快。

【本報實習記者董謙君、官文清廣州一日電】中
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分析認為，珠
三角品牌大不如前，主要原因之一是區內九個地級市
之間缺少一個統一的形象和管理機構，向心力不及長
三角地區，甚至出現互相惡性競爭。

「珠三角地區部分地級市沒有顧全大局的合作觀
念，寧可相互競爭讓彼此得不到利益，也不願在共同
合作的基礎上分得一小塊蛋糕。」林江提出： 「用比
較流行的一句話概括就是，各市之間應該要學會 『擱
置爭議，共同開發』」。他建議建立一個綜合的協調
機制來解決珠三角地區整體比較鬆散的問題，在管理
上擺脫各自為政的鬆散局面，培養各地級市之間相互
合作的精神。

珠三角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譚元亨也認為， 「珠三
角形象大不如前」的調查結果是比較準確的。他說，
珠三角是全國最早開放接觸世界的地區，起步早學習
快。但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突飛猛進之後，珠三
角在發展早期的敢為人先，突破創新的活力與激情未
能持續下去，逐漸陷入到了一個固化的僵局，使區域
形象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譚元亨提議，依靠文化去展示珠三角形象。 「像
上世紀90年代珠影的《外來妹》等能反映珠三角形象
的好作品，近十年都很難找得出，如此就讓整個珠三
角地區的形象建設 『缺磚少瓦』。」他說， 「以廣府
文化為代表的珠三角要抓住自身鮮明的特點，即對外
開放的力度大、與海外文化聯繫更緊密的自身特色，
最終打造出更具競爭力的區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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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地區首個 2018年投產

粵千億治水
納政績考核

廣東核電發展一覽
（一）運營中

名稱
大亞灣核電站

嶺澳核電站

（二）興建中
名稱

陽江核電站
台山核電站
海豐核電站
陸豐核電站
（三）規劃中
清遠、韶關、肇慶、雲浮、梅州

（本報實習記者董謙君、官文清整理）

年發電量
150億千瓦時

145億千瓦時

年發電量
450億千瓦時
200億千瓦時

不詳
145億千瓦時

運營年份
1994

2003 （一期）
2005-2011 （二期）

預計運營年份
2017
2014
20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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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揮早先發展形成的優勢、克服早先發展
帶來的弊端，是珠三角地區當前的突出問題

資料圖片

▲廣州媒體的問卷調查發現，幾
乎沒有人能叫得全珠三角九個城
市的名稱 網絡圖片

▲將水質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是廣東治水措施的亮點
之一。圖為當地一間污水處理廠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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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珠商戶註冊一日搞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