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台灣知名人士葉景成先生向
武清區捐贈了 32 尊佛首、佛像，並希
望盡快使其中 23 尊佛首與佛身 「身首
合璧」。近日，武清啟動佛像身首合璧
尋根工作。

本月6日，武清區安排專人組成工
作組，赴河北省 「雕刻之鄉」、 「陶瓷
之鄉」、 「觀賞石之鄉」曲陽縣探尋佛
身下落。據介紹，葉景成先生捐贈給武
清的佛首中的一尊石造佛頭像，高 48
厘米，為明代（公元 1368 年至 1644 年
）作品，其肉髻高而突出，螺髮明顯，
臉部圓潤而豐厚，眼睛向下凝視，顯露
出慈悲沉靜的面容。根據佛像文物鑒定
專家的鑒定結果，其大理石材質為河北

省曲陽縣所獨有。為探尋佛身下落，促
成身首合璧，武清成立專門工作組，前
往該縣進行實地考察。目前在河北省進
行的尋根工作仍在繼續。

另外，武清區廣邀文化界名人到武
清對佛像進行鑒定。近期，中國文聯副
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
，著名佛像文物鑒定專家、國學名家、
禪畫名家金申，以及著名佛教造像研究
專家王惕等分別到武清對佛首進行鑒定
。同時，該區也歡迎廣大讀者踴躍提供
線索，並對提供有效線索、促成第一尊
佛像身首合璧的給予獎勵。

文 唐稚易 王嵐 許會松 王建強

區文博館、影劇院工程是完善武清
城市功能、提升新城文化品味、滿足和
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推進全區文化事業
向更高水平發展的重點工程和惠民工程
。 「兩館」總投資6億元，建築面積7.5
萬平方米，工程體量大，結構設計複雜
，文博館 11 米大跨度鋼結構懸挑、影
劇院17.35米深基坑均創武清施工歷史

之最。目前，文博館主體已經封頂，預
計 4 月底主體工程完工；影劇院 17.35
米深基坑目前進行到-8米，預計9月底
主體工程完工。 「兩館」承建單位天津
雍鑫建設投資集團負責人表示，將會把
「兩館」打造成高水平、現代化的一流

文化場館，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精品工
程。 文 唐稚易 許會松 王建強

武清文博館影劇院工程順利推進

武清啟動佛首尋根工作

前海深港合作區易帥
44歲張備接替鄭宏傑 推全面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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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深圳前海管理局將易帥。
44歲的現任寶安區長張備將接替首任局長
鄭宏傑，與鄭宏傑任內主要任務——填海
工程不同，繼任的張備將承擔全面開局，
包括規劃、建設、產業、政策、改革等工
作。此間分析人士指出，張備年輕有魄力
，具有開放性思維和國際視野，是管理前
海深港合作區的最佳人選，分析亦普遍認
為，張備將能更好地與香港合作。

【本報記者黎冬梅、毛麗娟深圳九日
電】

深航6高管挪用巨資案開審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九日電】深圳前海管理局
投資推廣處副處長張鋒今天接受採訪時表示，前海入
駐企業註冊資本最低為500萬元，不過他指出，這是
暫時的設定，將來隨時間推移會進行調整。

談到管理局用什麼標準評定企業能否進入前海，
張鋒說，最核心的是企業要符合前海的產業發展導向
。國家發改委已出台《前海產業准入目錄》，《前海
產業優惠目錄》也將於6月底前出台，原則上，符合
准入目錄的產業就可獲得優惠。

今年3月1日起深圳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正式啟動，

大大降低了創業的門檻，開公司不再需要驗資年檢，
一切程序上網1小時便可搞定。但張鋒指出，入駐前
海的企業，當局將根據不同行業類別，設立不同的註
冊金額要求，例如小額貸款企業的註冊金額最少為3
億元人民幣，外商投資型公司是3000萬美元以上，最
低的是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為500萬元人民
幣。此外，同等條件下，世界五百強企業或世界五百
強控股50%以上的企業，以及中國百強企業、行業龍
頭企業等，在批覆時會優先考慮。

企業入駐 資本下限500萬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九日電】繼金融政策落地
後，前海稅務師事務所准入條件及細則將於6月出台
。記者獲悉，香港註冊稅務師服務前海，既允許符合
條件的香港註冊稅務師在前海執業，又允許其在前海
擔任稅務師事務所合夥人。香港稅務學會會長洪宏德
表示，目前香港稅務師對到前海執業反應踴躍，學會
也收集了會員意見與深圳方面進行溝通，期望相關政
策早日實施。

首個執業前海專業
洪宏德透露，經過前後不足半年的談判，香港註

冊稅務師成為本地首個專業機構獲得前海的執業資格
。按照規定，香港稅務師在通過深圳有關測試後，就
可為前海企業提供稅務籌備、鑒證和申報服務；備案
2年後，註冊稅務師就可在前海擔任合夥人，開設稅
務事務所。

深圳市註冊稅務師管理中心主任羅幗秀表示，香
港註冊稅務師服務前海，需加入區域內的稅務師事務
所，並需加入深圳市註冊稅務師協會，成為執業會員
。在前海執業的香港註冊稅務師，必須最近5年在會
計師事務所（中國內地、香港）執業；或通過香港稅
務學會資格評定，取得香港註冊稅務師資格，最近8
年在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內地、香港）執業；最近3
年內沒有因執業行為受行政處罰或行業懲戒（中國內
地、香港）。並通過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深圳市地方
稅務局組織的《中國稅法》等相關考核測試。

洪宏德說，香港稅務師對新政策反應踴躍。學會
已舉辦兩次宣講會，每次報名爆滿，又再擴大場地。
學會也收集了會員意見與深圳方面進行溝通，比如放
寬香港註冊稅務師擔任稅務師事務所合夥人年齡不超
過60周歲的限制等。

洪宏德續指，港人最關心的是考試問題。因香
港註冊稅務師來深圳執業還必須通過深圳市國家稅
務局、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組織的《中國稅法》等相
關考核測試。

深圳市註冊稅務師管理中心主任羅幗秀表示，中

心將做好香港註冊稅務師的培訓工作，而培訓將不設
門檻，通過香港註冊稅務師考試，取得執業資格的香
港註冊稅務師只要報名就可來培訓，參加深圳的考試
方能取得執業前海的資格。考試的細則已經制訂，近
期將出台。

便利港人試卷用繁體字
香港稅務學會會員事務及考試經理邱睿雋指出，

內地使用的字體港人閱讀使用不便，學會已爭取到試
卷使用繁體字，並把香港註冊稅務師考試的模板送至
深圳，作為試題的參考，更便於港人通過測試。

另一方面，記者了解到，在前海註冊的稅務所只
能服務前海15公里的範圍，不能服務前海以外的區域
，政策不鼓勵深圳的稅務所在前海設立分所，但前海
所可在深圳設立分所。據相關官員介紹，這是考慮到
如允許分所入駐前海，會有許多事務所遷入前海享受
優惠政策，影響深圳的稅收。

稅所准入6月定細則
港稅務師可執業並任合夥人

記者在深圳市委今日公布的20名擬提拔幹部公示
名單上看到，現任寶安區委副書記、區長、黨組書記
的張備，擬任深圳市政府黨組成員，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局）局長、
黨組書記。

新局長開放思維視野寬廣
1969年出生的張備是江蘇南通人，屬學者型官員

，擁在職研究生學歷，博士。記者了解到，張備曾長
期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擔任過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
的秘書，二○○六年空降深圳擔任市委副秘書長，翌
年擔任龍崗區長，2011年任寶安區長。張備非常看重
前海的發展，他在擔任寶安區長期間，提出寶安要和
前海一起打造深圳西部城市中心。

張備在深圳工作不足七年間官聲甚佳，被視為有
發展前途的後備幹部。他到龍崗工作不久便遇到造成
43人死亡的龍崗舞王大火事件，他在記者會上公開道
歉，獲外界評為有擔當。他到寶安工作後，給寶安區
政府領導增加一個 「期中考試」，由自己和六位副區
長向區委、人大、政協匯報一次半年工作的情況，接
受大家的監督。

不少與張備共事的寶安區有關領導及其下屬都讚
其沒有官架子，善於溝通，有能力，有思想。寶安區
某局領導今日對本報記者表示，張備具有開放性思維
和國際視野，同時富有改革精神，近年又與香港方面
有大量的接觸，非常適合管理前海深港合作區。前海
管理局人員對張備寄予厚望，希望他帶領前海更上一

層樓。

老局長奠定基礎積勞成疾
作為特區中的特區，前海深港合作區近年備受關

注，身為前海管理局局長的鄭宏傑近年成了深港兩地
的名人，媒體曾把他與蛇口工業區的創始人袁庚相提
並論。

2010年3月，鄭宏傑從鹽田港集團董事長的職位
上被委任為首任前海管理局局長。知情人士透露，鄭
宏傑當年捨棄了鹽田港90萬年薪的優厚待遇，一個人
從鹽田港集團借了5萬塊錢、借了一輛別克轎車、帶
了三四個人的初創團隊來到了一片荒蕪的前海合作區
。任內，鄭宏傑不但完成了前海前期大量基礎工程，
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機構對前海產生興趣。在前海

的法治、社會管理上，鄭宏傑十分注重借鑒香港經驗
，他甚至曾公開表示，自己在遇到想不明白的問題時
，就會去香港轉一轉尋求啟發。去年12月7日，習近
平總書記 「南巡」第一站即是參觀前海，鄭宏傑向習
近平報告了13分鐘，承諾任內前海會每年都有新變化
，習近平也希望前海帶動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前海管理局相關人士透露，鄭宏傑接手局長後，
高負荷的工作令其積勞成疾，今年3月份因病住院，
據透露，鄭宏傑是因為身體原因自己要求辭職。據悉
，他未來將轉任深圳發改委副主任。

有前海管理局工作人員如此評價鄭宏傑，認為他
「熱情、低調、務實，是一位十分勤奮、令人尊敬的

前海管理局的開拓者，圓滿完成了初創階段的使命
。」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莞九日消息︰記者9日從廣東東
莞市政府新聞辦獲悉，該市9日正式出台了減輕企業負擔、
促進企業發展的5項社保舉措，將為企業再減負2.65億元人
民幣。

東莞被稱為 「世界工廠」，是世界知名製造業基地，擁
有1萬多家外資企業，是一座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城市。近
年來，隨國內外經濟環境日益複雜多變，在莞企業的發展
困難增多。

為了幫助東莞企業應對經營困境，東莞今年先後出台東
莞市政府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
的實施意見》和東莞市委1號文件《關於全面提高開放型經
濟水平的若干意見》，兩個文件的出台為東莞企業減負40.5
億元人民幣。

據東莞市政府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出台的五項社保舉
措是該市今年第三次出台為企業減負措施。措施包括繼續完
善企業繳費工資申報制度，引導企業按實際申報繳費工資，
減輕企業負擔；在充分考慮企業承受能力的基礎上，將 「參
保總人數、基金徵繳率與去年持平」作為今年的擴面目標；
順延執行 「劃轉地方養老保險單位費率及上調村（社區）參
保人社會養老保險單位費率」的規定，調整順延至2015年1
月開始執行。

同時，東莞市繼續階段性降低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繳費費
率。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繳費率從3%調整為2.5%的政策再延
續一年，2014年7月1日起自動恢復。此外，東莞市將繼續執
行建築企業1.5%的工傷保險繳費率下調為1%的政策，將期
限延至2017年8月31日。

莞再為企業減負逾2億元

【本報訊】北京消息：因涉嫌挪用巨
額資金，原深圳航空有限責任公司高級顧
問李澤源，董事長、董事、財務總監等6
人今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出庭受審。
檢方指控，李澤源在不足兩年時間裡涉嫌
與5位高管先後挪用深航20.3億元資金，
用於其個人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匯潤償還債
務，至今仍有高達7.5億元的深航資金未
被歸還。

作為深航曾經的控制人，李澤源涉嫌
經濟犯罪一案備受各方關注。根據起訴書
，本案主犯李澤源現年55歲，曾任深航高
級顧問，深圳市匯潤投資有限公司股東、
實際控制人。案發前，李澤源多次因犯銷
贓罪、詐騙罪、偽造證件罪等多項罪名，
被多地司法機關刑事處罰。

早前有媒體報道，在深航內部，李澤
源被員工稱為 「大老闆」，但由於他曾有
多次前科，按規定不能擔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因此他的頭銜並不是法定代表人、董
事長，而是高級顧問。2009年，李澤源被
調查後，深航也易主國航。

不足兩年挪用逾20億元
9日上午受審的6人全是深航公司的原

高管，其中年齡最大的是73歲的原深航董
事長、法定代表人趙祥，最小的是41歲的

原深航公司董事、監事會主席徐海偉。6
人中唯一的女被告人謝雲雙47歲，曾任深
航副總裁兼財務總監。

檢方指控，2005年12月至2007年7月
，李澤源先後單獨或夥同趙祥等5人，利
用職務便利，挪用深航資金共20.3億元，
主要用於李澤源個人控制的深圳市匯潤投
資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償還債務，造成仍
有7.5億元資金尚未歸還。其中在2005年
12月，李澤源等人挪用深航收購大成飯店
項目的資金6億元，2006年4月，李澤源等
人再經預謀，挪用深航投資重慶某房地產
項目的資金3億元，同年6至7月，李澤源
等人又挪用深航預付租賃飛機的資金10.2
億元，挪用資金均用於匯潤等公司償還債
務。此外，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澤
源個人挪用深航收購廣州空港酒店項目的
資金等，共計1.1億元。

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人李澤源、趙祥
等6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深航資金
歸個人使用，數額巨大，應當以挪用資金
罪追究6人的刑事責任。此外，還應當以
偽造公司印章罪追究李澤源的刑事責任。

對於指控，第一被告人李澤源在庭上
予以否認，稱與事實不符，拒絕認罪，李
澤源同時還否認自己是深航的實際控制人
。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九日電】自2010年
3月籌建以來，前海經歷了從零起步到規範運
作，從摸索前行到加快推進，從基本理順到逐
步完善的艱難歷程。今年前海將進入提升階段
，軟環境建設的突破和區內基礎設施建設是重
要目標。

2010年，前海發展的關鍵詞是 「定位」，
當時《前海總體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批覆，
正式將前海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確定了前海
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2011年，前海發展的
關鍵詞是 「制度」為核心，推動建立前海建設
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開展前海立法工作，創新
體制機制，努力構建上下協調、內外有序的管
理運作體系；2012年，前海發展的關鍵詞是 「
落地」，努力推進前海的政策落地、項目落地
和企業落地，推動前海先行先試政策獲得國務
院批准。

根據前海合作區的三步走戰略，初創階段
結束後，今年是前海第二個三年計劃 「提升階
段」的開局之年，前海管理局局長鄭宏傑在今
年年初表示，2013年前海確立了 「一個突破五
個加快」的發展目標，即改革創新的突破，加
快法定機構完善、金融改革、土地改革、廉政
制度建立和法制制度改革。計劃到第二個三年
計劃的末期，前海2015年實現GDP達500億元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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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長鄭宏傑因身體原因即將離開
前海 資料圖片

▲張備將接替鄭宏傑擔任前海管理局第二任局長
網絡圖片

▲今年前海發展將進入提升階段，軟環境
建設的突破和區內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重要
目標 資料圖片

▲東莞市9日出台一系列措施，為企業再減負2.65億元
人民幣 網絡圖片

▲深圳航空有限責任公司高級顧問李澤源等被
控挪用深航大筆款項，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
院出庭受審。圖為李澤源在被告席上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