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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今視頻見證中俄核能項目開工



為慶祝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近70名來
自廣州大學的港
澳台僑青年學生
及學生朋輩骨幹

近日走訪廣州從化、東莞等地的粵港澳大
灣區紅色基地，體驗東江縱隊紅色革命精
神，緬懷先烈。其間，內地和港澳台學生
還自編自導自演 「快閃」 活動，通過歌舞
和朗誦表演，為建黨一百周年獻上祝福。
在廣州大學就讀新聞專業的香港同學孫國
山告訴大公報，在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之後，為革命先輩的愛國情懷所觸動，作
為香港青年，希望可以在祖國發展的大時
代中留下奮鬥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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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界面
新聞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8日宣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5
月19日在北京通過視頻連線，同俄羅
斯總統普京共同見證兩國核能合作項目
開工儀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8日在
回答有關中俄元首將共同見證兩國核能
合作項目開工儀式的提問時表示，今年

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
周年，此次活動是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
統年內首次雙邊線上交往，對引領中俄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繼續保持
高水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趙立堅表示，核能合作是中俄傳
統優先合作領域，近年來發展迅速，受
到兩國元首高度關注。2018年6月，在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共同見證下，雙

方簽署了核領域一攬子合作協議，商定
合作建設田灣核電站7、8號機組和徐
大堡核電站3、4號機組。這是中俄迄
今最大的核能合作項目，代表着兩國務
實合作的高水平。四台機組順利開工，
既展示了中俄在高端裝備製造和科技創
新領域的重大合作成果，也將助推雙方
各領域務實合作提質升級。

「此外，核能具有清潔高效特

點，四台機組建成後將有效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這既體現了中方力爭實現碳
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堅定決心，也彰顯
了中方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有力擔當。」
趙立堅說。

採用俄羅斯三代核電技術
據界面新聞獲悉，徐大堡3、4號

機組以及田灣7、8號機組均採用俄羅

斯的VVER-1200三代核電技術。
VVER-1200是俄羅斯目前在海外主推
的三代核電技術。

田灣核電站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
連雲區田灣，規劃建設八台百萬千瓦級
核電機組。

徐大堡核電站位於遼寧省葫蘆島
市興城市徐大堡鎮，3、4號機組為該
電站二期工程。

▲港澳青年還到從化區港澳台僑青年創新服務
中心座談交流。 受訪者供圖

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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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英烈事跡 講述紅色故事

粵推文旅護照 匯聚30打卡點

活動多姿多彩

穗港澳生訪愛國教育基地 緬懷先烈
追溯灣區紅色歷史 感受東江縱隊精神

▲港澳青年在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的蓮麻小
鎮參觀。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5月18日，
由中宣部指導，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退役軍人
事務部、文化和旅遊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
辦，中央網信辦、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
廣電總局、全國婦聯聯合主辦的 「致敬國家豐碑
──全國紅色故事講解員大賽」 在北
京啟動。

應用8K+AI 增大賽感染力
中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台長兼總編輯慎海雄在致辭中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黨的歷
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
「全國紅色故事講解員大賽」 是紀念
建黨百年別具意義的一次活動。大賽
以紅色故事講解員選拔為基本形式，
通過全社會共同講述我們黨百年來的

英烈事跡和紅色經典故事，進一步推動黨史學習
教育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人心。

慎海雄強調，這是一次廣泛參與的大賽，將
匯聚全國近萬家烈士紀念館、烈士陵園、革命博
物館、紅色景區的上萬名專業講解員，開展專業

組比賽。同時還將推出《人人都是紅色講解員》
H5專區，吸引全社會各行各業的志願講解員特
別是年輕受眾開展志願組比賽；這是一次創新引
領的大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積極運用 「5G+
4K/8K+AI」 科技創新成果，着力提高活動的吸

引力感染力，把大賽打造成一流水準、喜聞
樂見的媒體活動。

據介紹，大賽將從專業組和志願組選拔
晉級選手。從7月份開始，晉級決賽圈的專
業組和志願組選手將通過新媒體端和電視端
進行技能展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新聞
新媒體將全程直播大賽活動，央視新聞頻道
等將及時播發大賽消息，央視綜合頻道和科
教頻道將播出大賽總決賽。同時，總台還將
策劃開展《他們的故事，讓我告訴你》《屬
於你的紅色足跡》《百年相逢》等一系列有
溫度、接地氣的融媒體公益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越來
越多年輕人將紅色景點列為「打卡」點。記者了
解到，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迎接
建黨百年華誕，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日前推出
「廣東紅色文旅護照」 項目，聚焦廣東特色紅

色文旅資源，集納10個線下打卡點和20個線上
打卡點，活動內容包括 「線上學習紅色知識」
「紅色科普有獎答題」 「線下尋找紅色印跡」 三
部分。這種線上線下聯動的創新方式，吸引大
批遊客特別是年輕遊客，專程 「打卡」 。

在廣州青少年黨史學習教育基地，近日陸

續迎來不少粵港澳青年來 「打卡」 。在廣州黨
史學習基地，設置 「闖關」 遊戲的新穎形式，
讓青年學習黨史和法律知識。通關的八個遊戲
關卡中，設置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憲法、基本
法條款等知識點，參與者須爭分奪秒地通過觀
看視頻、翻閱資料，結合運動、繪畫、你劃我
猜等團隊合作方式完成各關卡任務。活動現場
不時發出參賽者歡快的笑聲和歡呼聲。

來自香港的呂同學表示： 「這種活潑的學
習方式，我覺得很適合我們。通過這次遊戲，
我對黨史、憲法和基本法有了更多了解。」

瞻仰一次舊址、徒步一段印記、聆聽一段歷史、緬懷
革命先烈……在廣州市從化區，港澳台僑學生團隊到訪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蓮麻小鎮，感受當年東江縱隊的紅色革命
精神。小鎮內，安靜陳列的武器實物，圖片和紀錄片中重
現的戰前指揮場景。他們同時還走訪了從化區港澳台僑青
年創新服務中心。 「在建黨100周年的時間點，通過走訪追
溯紅色歷史記憶，讓我更感受到如今生活來之不易。」 香
港同學孫國山說，除了對黨史、國家歷史有所認識外，作
為港生曾經困惑在內地發展的問題，也在交流會上找到答
案。 「自己未來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希望在新時代的
發展中，做一個有擔當的香港青年。」

台生：溝通無間 兩岸一家人
在活動期間，港澳台學生還自發組織 「快閃活動」 ，

香港和內地及澳門、台灣的年輕學生，穿着地區特色的服
飾進行歌舞、朗誦表演，為建黨一百周年送上祝福。香港
同學碧霞則對快閃環節印象深刻。她告訴記者，活動中，
全程自編自導自演，大家都很主動交流如何做出更好的效
果獻上祝福，大家都有很多靈感和火花的交流碰撞。

澳門學生鍾軍傑告訴記者，在快閃活動中，港澳台以
及內地小組成員聚在一起拍攝的經歷讓他難忘。 「所以很
開心有機會和港澳台學生互相認識、互相學習。」 來自台
灣的陳微如同學就表示，在與內地和港澳學生交流過程
中，很開心發現原來大家都溝通無間，兩岸都是一家人。

從化區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孫柱在港澳台僑青年創
業交流會上向青年學子們介紹從化區所擁有的國際化名片
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定位與發展優勢，鼓勵港澳台僑
學生在此行中發現從化蘊藏的創業發展機遇，邀請他們將
創新創意項目帶到從化落地生根。廣州大學學生處黃志凱
表示，本次活動有助於促進港澳台僑學生之間的交流，推
動他們為港澳台地區與內地的繁榮和穩定發展積極貢獻青
春力量，成為時代新青年。

參觀威遠炮台林則徐紀念館
記者了解到，這次活動除了從化區以外，港澳台僑學

生還在另外一條路線中參觀了東莞海戰博物館及威遠炮
台、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和廣州越秀公園，透過一件件珍貴
的文物、一張張珍貴的照片，認識英雄烈士的事跡。

▲港澳青年自發進行快閃活動，為建黨一百周
年獻上祝福。 受訪者供圖

快閃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記者18日從廣東省稅務局獲悉，廣
東率先實現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
（費）。政策全省推廣後，在粵港人無
需註冊境內銀行戶口，使用境外銀行卡
即可完成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記
者了解到，該政策從試點期間，已完成
1138筆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
（費）業務。

「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稅（費）具
有零時差、零風險、零手續費的獨特優
勢，可提高稅收徵繳入庫效率。」廣東省
稅務局徵管和科技發展處負責人表示。

記者了解到，傳統境外繳稅（費）

必須在境內開設銀行賬戶或進行跨境匯
款，流程繁瑣複雜且可能需要支付額外
的手續費用，為非居民納稅人探索高效
便捷的跨境繳稅方式已迫在眉睫。

廣東稅務部門瞄準境外企業和居民
「足不出戶」 在境外納稅和業務辦理的
訴求，上線跨境人民幣電子繳稅（費）
業務功能，成功實現跨境支付的稅款實
時直接入國庫，社保費實時直接入相應
的各級社保基金財政專戶。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國際
聯合學院副教授、高級會計師李文認為，
能夠更好地實現數字化升級改造的地區
將會擁有更大的稅收營商環境優勢。粵

港澳大灣區包含香港、澳門兩個跨境地
區，在探索跨境稅務的數字化升級時可
以為國際化合作提供參考和樣板。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記者18日從珠海邊檢總站橫琴邊檢
站獲悉，澳門單牌車入出橫琴申請條件
和配額政策放寬，至今已有超過5000輛
澳門單牌車在邊檢機關備案，單牌車通
關量佔橫琴口岸出入境車輛日通關量逾
五成。而目前粵港雙方也正全力推進
「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
劃」 ，擬借鑒澳門單牌車出入橫琴政策
進一步簡化有關申請程序。

據珠澳兩地政府協商，澳門機動車
出入橫琴申請條件在原有基礎上放寬，
允許年滿18周歲的澳門居民（包括永久
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申請澳門機動

車出入橫琴資格，每部車輛可登記兩個
持內地駕駛執照的駕駛者。澳門特區行
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及下屬機
構，允許為其所有的澳門公務車輛申請
澳門機動車出入橫琴資格。

「今年3月以來，海關車輛備案窗
口的工作量成倍增加。」 拱北海關所屬
橫琴海關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橫琴海
關聯合橫琴新區向備案車主線上推送跨
境通關須知，包含旅客進出境健康申
報、行李物品驗放標準等。而據橫琴邊
檢站最新數據，截至5月17日已累計驗
放超22萬輛次，其中4月以來日均驗放
量達1800輛次。

粵跨境人幣電子繳稅 便利港人 澳單牌車通關量 佔橫琴口岸逾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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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青年在蓮麻小鎮學習黨史知識。
受訪者供圖

了解黨史

▲橫琴新區稅務局「國際匯稅通」平台
讓納稅人遠程辦理支付。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