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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車：各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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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驗放量

小客車：200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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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塘口岸今開通 聯動粵東新快線
獻禮經濟特區40周年 林鄭出席啟動儀式

大公報記者 石華深圳報道

25日下午，記者在現場看到，邊
檢、海關等口岸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忙碌
，為26日的開通做着準備工作。蓮塘
口岸外圍的綠化配套設施進入了收尾階
段，通信工作人員正在調試信號，大批
城管、交警在現場協助維持秩序，以保
障26日開通儀式的順利進行。

港人期待旅檢通道早日開通
蓮塘口岸作為連接深港的第七個陸

路口岸，從開工建設到主體完工，從通
過國家驗收到貨檢開通，每一步都牽動
着在該口岸置業的港人。因工作原因，
港人黃先生經常往返深港兩地，2014
年，他看準蓮塘口岸即將開工，購置了
與蓮塘口岸接駁的小區──新世界四季
御園。

「當時買的時候一平方米是三萬兩
千元人民幣，現在漲到了六萬多，漲幅
一倍。雖然不像深圳其他樓盤漲了兩三
倍，但是口岸馬上開通，地鐵蓮塘口岸
站也即將運營，相信未來房產還會升值
。」 黃先生告訴大公報，當時選擇在蓮
塘口岸買房，考慮到羅湖區配套比較成
熟，孩子今後跨境讀書也方便，如今

貨檢即將開通，希望盡快開通旅
檢通道。

疫情期間因為隔離政策，黃先生一
直沒有回香港，他希望口岸旅檢開通後
，首先從蓮塘口岸返港。 「蓮塘口岸的
開通對於深港居民都是好消息，類似於
皇崗口岸，大家只需要跨過橋就可以到
香港了。深圳方面，羅湖、鹽田的東部
區域居民可以就近出入境；香港一側，
蓮塘口岸將會連接到上水、粉嶺市中心
一帶，口岸開通之後，香港北區居民去
深圳更方便。」

口岸開通後，黃先生唯一擔心的就
是口岸居住環境。因為蓮塘口岸以貨檢
為主，他擔心像皇崗口岸一樣，貨櫃車
通行的噪音影響休息。 「不過好在不是
24小時通關，到了晚上10點就關閘了
，暫時影響不大。」

蓮塘口岸承擔香港與深圳東部、惠
州以及粵東、贛南、閩南之間的跨界貨
運，貨檢的開通對於長年往返惠州和香
港的曾先生來說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
東部過境高速開通後，從蓮塘口岸入境
，可以直接上高速抵達惠州，相比從其
他口岸入境，可節約半小時的路程。」
曾先生認為，隨着蓮塘口岸及軌道交通
、高速公路等一系列大交通項目扶持，
未來香港─深圳─惠州─粵東─閩贛走
向的經濟大通道將進一步強化。

8月26日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作為連接深港第七個
陸路口岸的蓮塘口岸26日下午4時將啟用貨檢通道。8月25日，
大公報記者實地探訪發現，目前口岸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啟動
儀式將在入境貨運1號查驗台舉行，屆時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將率領特區政府官員前往深圳蓮塘口岸出席開通儀式
。受訪者告訴大公報，在蓮塘口岸等大交通項目扶持下，未來
香港─深圳─惠州─粵東─閩贛走向的經濟大通道將進一步
強化。

石頭換設備 促成三來一補廠落戶
在上個世紀，深圳

經歷了一次裂變式的發
展， 「洗腳上田」 的深

圳人創造了令人瞠目的 「深圳速度」 ，
用了20餘年走過歐美工業國家150年的
歷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成功，是多
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
一個是早期大力發展 「三來一補」 。

「三來」 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
、來件裝配，而 「一補」 是指補償貿易

，在改革開放初期嘗試性地創立的一種
企業合作貿易形式。1978年12月18日
，深圳寶安縣石巖公社上屋大隊與香港
怡高實業公司正式簽訂合作辦廠協議，
意味着全國首家 「三來一補」 廠的誕生
。正是在這一年年初，李丁財轉行外貿
工作，從業務員開始做起，到離任寶安
縣經發局局長，整整22年沒有離開過
這個行業。

在李丁財的印象當中，深圳早期發

展三來一補困難很多，騎單車都沒有一
條好路，過河還要脫鞋。 「全國第一家
『三來一補』 企業在石巖上屋，我那時
帶老闆去考察，坐的是一台手扶拖拉機
，用了兩個半小時才到。」

當時的深圳配套設施落後，李丁財
就用誠意打動投資人。 「1993年，萬
寶至老闆決定來深圳寶安投資，設備都
運到了香港機場，但海關手續沒有辦好
，只能在香港租倉庫存放設備。我知道

後馬上跟南頭海關協商，經發局做擔保
，讓設備先進來，幫老闆省錢。」

「三來一補」 中的補就是補償貿易
，由於早期沒有資金，深圳通過以物抵
物的方式換取設備，擴大發展。 「最早
實施這辦法的是蓮塘石廠，我們有很多
石頭，但沒有好的設備，當時香港填海
需要大量石頭，我們提出用石頭換設備
，馬上達成了共識。」 李丁財表示。

記者 石華

大灣區一號9．1首航 設深圳特區展館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中國首艘油電混合、豪華雙體遊船，
同時也是深圳首艘高端旅遊遊船 「大灣
區一號」 將於9月1號開啟首航。記者
25日下午登船發現，該遊船核心設備
已實現 「中國造」 ，艙內集多功能於一
體，設有觀光遊覽區、展覽館、中庭、
科技商店、多功能間、劇院等休閒娛樂
區域。為致敬改革開放和深圳特區成立
四十周年，船上特設國內首個遊船展覽
館，展示深圳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大灣區一號」 是招商工業海門基
地首次承接的鋼鋁混合結構雙體旅遊遊
船，船長71.88米，寬18.72米，乘客

定額350人，營運航速14節。據工作人
員介紹，通過央企聯合攻關， 「大灣區
一號」 從芯片到混合動力直流組網電力
系統實現了中國造，其動力電池來自寧
德時代。該遊船在設備成本大幅降低的
同時，也有效推動了遊船國產化製造進
程。

該船採用的新一代船舶直流組網電
力推進系統，由招商工業與中車集團聯
合研發，在國內尚屬首條混合動力直流
組網電推船舶，開創了採用永磁發電機
的全球先例。船舶採用混合動力，確保
了其更加經濟、綠色環保，排放達到 「
零排放、零污染、超低噪音」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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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還原了首家 「三
來一補」 企業上屋怡高電子廠生產線 網絡圖片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貨檢設施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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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塘口岸出境大廳內設備已
完成安裝 大公報記者石華攝 Ⓒ

為慶祝特區成立40周年，深圳市
人才公園26日晚上演約5分鐘的無人
機音樂秀。作為綵排，25日晚，數百
架無人機齊升空，搭配城區絢爛燈光
，組成 「我愛深圳」 、 「大鵬展翅」
、 「深圳灣大橋」 、 「騰訊企鵝，大
疆無人機，優必選機器人」 等3D造型
，點亮夜空。

深圳市民譚女士告訴大公報，作
為一名來深十年的深圳人，有滿滿的
自豪感，特別感嘆深圳的飛速發展與
科技魅力。 記者 郭若溪

賀特區40歲 無人機組我愛深圳

深 圳 特 區深 圳 特 區 4040年年

深圳灣口岸
時間：6：30-24：00
性質：目前亞洲最大的客

貨綜合性公路口
岸

亮點：按 「一地兩檢」 口
岸查驗模式運作

沙頭角口岸
時間：7：00-22：00
性質：服務於鹽田、龍崗及珠

江三角洲東部地區的輔
助性客貨綜合性口岸

亮點：建有專門供香港靈柩入
境的檢查服務設施

羅湖口岸
時間：6：30-24：00
性質：旅客入出境陸

路口岸
亮點：港深之間首個

有鐵路連接的
口岸

福田口岸
時間：6：30-22：30
性質：旅客出入境陸路

口岸
亮點：雙層空調行人天

橋跨越深圳河連
接港深口岸

蓮塘口岸
時間：7：00-22：00
性質：客貨運陸路口岸

（客運待開通）
亮點：客貨車深圳一次

放行；港單牌私
家車可停泊口岸

皇崗口岸
時間：24小時通關
性質：目前中國規模最大客貨綜

合性公路口岸
亮點：2020年7月啟動新口岸建

設，建成後將改為純旅
檢，實施 「一地兩檢」

文錦渡口岸
時間：7：00-22：00
性質：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客

、貨運綜合性公路口岸
亮點：內地供港食品的主要進

港口岸，並設有食衛署
專門檢疫站

深港七大口岸功能一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