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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枫桥经验”花开罗湖 罗湖实践守护热土

11月 14日，罗湖区“平安之路 你我同行”系列活动之“‘枫桥经验’与罗湖实践”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研讨会由罗湖区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肖刚主持，邀请了著名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汪世荣授课，

约 160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上，汪世荣就《“枫桥经验”对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的创新》进行了讲解，对“枫桥经验”的内涵、外延、形式、创新等进行了详细、

深入的剖析，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有关“枫桥经验”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肖刚说，“枫桥经验”在指导罗湖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解决基层矛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很好的引领作用，罗湖区下一步

将落实、发展好“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罗湖区现有调解组织 205个，组建了 1071人的专兼职调解员队伍和调解专家库，引入法律服务人员、志愿律师、专业社工、

行业专家、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实现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罗湖区注重提供多元服务延伸调解的内涵，不断丰富调解的范围。

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平安罗湖方面，罗湖积极建设城中村“门禁卡+视频”管理系统及老旧住宅区“大围合+视频”服务管理系统。

未来，罗湖区将适应新形势、研究新举措、力创新成绩，不断提高社会基层治理能力，步入“枫桥经验”罗湖实践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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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开启生命通道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近 70万例心梗发生，其中仅有 5%获得了及时规范救治，另外 95%的患者却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心梗的

救治就是与时间赛跑，如何才能跑赢这场竞赛？

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在第二十届高交会上带来了其最新研发的一站式银医通、远程动态心脏监护仪以及 CLEAR柯丽尔胸痛

中心整体解决方案等设备及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通过“平台+服务”的模式，高效整合区域内多学科资源协同合作，为胸痛患者打开生命

的绿色通道。

“心血管疾病具有隐匿性和多发性特点。”巨鼎医疗市场部市场专员陈姗羽告诉记者，该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了即时诊断一体化平台、

中心信息服务平台、区域全时钟同步平台、车载数字化平台等，可覆盖院前急救、实时监测、胸痛诊疗、智能数据统计传输等全程追踪；

整合区域分级诊疗、医联体远程会诊、院前胸痛急救等场景流程；通过智能通信设备 4G+GPS智能可视化管理，保证胸痛中心流程顺畅；

通过“全时钟校准+协同急救信息”服务模式，持续改善胸痛中心工作效率。例如，在患者发病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佩戴远程

动态心电监护设备，实时将数据传输至医院，以便医生根据监护数据为患者诊断病情。

为进一步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看病难问题，基于“平台+服务”的设计理念，巨鼎医疗还在本届高交会上带来了其智慧医院综合解决

方案，通过以医院现行管理标准规范为指导，以数据交换平台为核心，打通院内管理业务流程和各信息系统，释放各类业务系统中的数据

资源，从而支撑一站式银医、掌上医院、一卡通用、BI决策辅助、综合支付及运维管理等智慧医院创新型应用，有效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推进医院运营精细化管理，加速医院智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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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未来美好智慧生活

仅佩戴一副 VR眼镜，就能随时随地“现场”观摩外科手术实操案例。这是第二十届高交会上，由深圳市数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医

学教育和 3D手术医疗的轻型健康 VR/AR设备。

数泽科技总经理罗创新告诉记者，该设备结合了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示教软件及 3D虚拟现实手术播放系统，精选外科领域权

威专家的手术实操案例，打破了时空限制，让医科学生无需进入手术室现场观摩就可以从第一视角观看手术操作。不仅解决了传统外科教

学难题，还具有 AR设备功能，可让外科医生在 3D手术过程中彻底摆脱位置限制，轻松自如做手术。

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李娟说，罗湖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本届高交会上，

罗湖区筛选了 21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涉及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

“今年我们在高交会上开设了生命健康产业展区，希望将医疗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提升精准医疗服务水平，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李

娟说。

罗湖的智慧城市组同样不容小觑。深圳市创互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拥有“2D/3D地图显示及指引或导航方法”的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深圳市特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将建筑机器人推广应用到国内 60多座城市和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深圳市星火电子工程公司在本届高交会

上带来了一站式民生警务平台。星火公司副总经理朱奎龙说，市民在办理出入境、户籍等业务时，由于各部门网站接入口太多，程序繁复。

由星火电子与深圳市公安局携手打造的民生警务平台通过整合内部 118项民生服务事项，依托微信号、门户网站，实现了服务事项网上全

流程办理，让市民共享智慧城市建设的便利。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视频｜机器人“格斗”在高交会上演，来罗湖展区就能看到！

在高交会罗湖展区，一场机器人格斗正在上演。这是宙斯格斗教育竞技机器人，其采用图形化编程界面，拥有一套机器人自主学习系

统，除了简单的行走、转身，其还能实现跳跃、拳术等复杂动作。

11月 14日，以“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在深圳

会展中心开幕。20年来，高交会已成为深圳的一张名片，而来自“老区”罗湖的创新企业，也在展会上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活力。

话不多说，现在就跟着小南搭上科技“快车”，穿越到罗湖展区，一探科技的奥秘吧！

“刷脸”解锁各种技能

首先，我们来到旷视科技。华南总部位于罗湖的旷视科技是 AI 大军中的一员。其在高交会现场展示出了一幅“城市大脑”畅想图：

通过人脸识别和视频结构化等技术，助力城市安防系统——酒店入住，“刷脸”就可以核实身份；民事、政务办理，也可以通过“刷脸”

认证使用者身份，提高处理效率……

旷视科技在现场展示的 Face++ 和第三方人脸身份验证平台 FaceID，目前已在各垂直领域推出了包括人脸识别支付、人脸识别解锁、

全帧智能抓拍机在内的多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产品。

而当你用手机“刷脸”解锁，你很可能已经与旷视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国内安卓平台中，70%的人脸解锁采用旷视的技术，覆盖小

米、vivo、OPPO等厂商的部分机型。“去年我们在全国 100多个城市落地化应用，帮助各地公安部门破案 1500多件，这些都是基于旷视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旷视科技市场营销总监吕盟介绍。

基因检测将锐减至 100美元

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2年，是一家由南方科技大学孵化，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海归留学生团队创立的生

物高新技术公司。瀚海基因致力于大幅降低基因检测成本，并与临床医生一起努力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基因检测业务。

此前，美国盖辛格医院集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及深圳市瀚海基因公司，三方共同在宾夕法尼亚州丹维尔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

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和瀚海基因公司将联合引进盖辛格医院的“MyCode”（我的代码）项目经验，在深圳罗湖启动全国首个大范围基因组测



序项目，这意味着罗湖在基因检测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

据了解，瀚海基因是我国首个推出第三代基因测序仪并实现临床应用的公司，其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未来，瀚海基因还将大幅降

低基因测序的成本并提高测序工作效率，由传统测序仪的 1000美元锐减至 100美元，测序时间也将从 1个星期缩短至 1天。

借助 AI打造“交通大脑”

国内第一套非现场交通违法自动记录系统研发应用，深圳第一套高清视频抓拍电子警察研发应用，国内第一套高清“闯红灯”抓拍电

子警察研发应用……这些第一的称号，都与一家罗湖本土参展企业有关——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拥堵、汽车尾气、交通事故等问题时常困扰市民出行，如何解决这些棘手问题？深圳榕亨实业以交通指引为例，将交通大数据与

传统交警的定点采集设备数据进行融合，从而预估路况的交通拥堵状况及行车数量，最终为机动车驾驶者提供更多选择。

“榕亨在国内研制出了第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第一套国内交通道面采集系统也由榕亨集团在国内首个研发，

深圳第一套非现场的执法系统则是榕亨为深圳交警研发打造的第一套管理系统。”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智能交通事业部总经理黎忠华在双周

发布现场“秀肌肉”，据其透露，榕亨研制的“新一代 ET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将亮相高交会。

新媒体+新零售+网上商城=？

扫码支付，拿了就走，这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天使盒子智能广告售货机。既了解，天使盒子是新一代智能广告售卖机，集“新媒体+

新零售+线上商城”为一体，通过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卫生间铺设智能微型广告售卖机，打开了卫生间这一全新的销售领域，开启了“扫

码支付，拿了就走”的新零售形态。

这款由百事贝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研制的天使盒子，还可广泛铺设于商场、写字楼、车站、机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实现全场

景即时零售。

本次罗湖展团共筛选了 21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涉及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智能显示、智慧城市、计算机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等领域。

下面的信息请各位MARK好！

参展主题：加快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引领罗湖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参展场地：深圳会展中心 1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区

1E39罗湖馆

本届罗湖展团亮点多多，包括：



1、 展示招商引资成果，提供挖掘罗湖老城新价值的机遇。

本次展会参展项目多为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招商引资成果企业及创业企业，参展的新兴科技成果将改变企业及参展市民对罗湖老城区的

看法。

2、 提供充分的产品互动体验，提升观众参与感。

罗湖展厅设计多个展示屏幕及专门互动展台，观众能通过产品直观体验，了解到第三代基因测序、智能芯片、智慧城市运作、植保无

人机、专业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产品。

3、 同步设置第二届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活动，营造科技创新氛围。

双创赛决赛活动的举办将会有效聚集新兴产业创新企业和创新团队，引导和整合科技资源与服务资源。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40万奖金，还能享受人才住房！罗湖“双创”大赛决赛揭晓

11月 15日，第二届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下称罗湖“双创”大赛）决赛在罗湖商务中心收官。本次决赛作为第二十届中国深

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罗湖区重要活动之一，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关于科技创新的视觉盛宴。

最终，华碳研发（深圳）有限公司的《碳纳米管复合材料 国产商业化计划书》项目夺得大赛企业组的一等奖，聚芯微电子的《用于

3D成像的飞行时间传感器芯片》项目夺得团队组的一等奖。

本次大赛于今年 4月 18日启动，吸引了来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大数据、互联网及综合产业领域的 404个项目报名参赛，初赛线

上评审出近 120个项目晋级复赛（行业赛），角逐出 24个项目进入决赛。

据了解，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是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比赛吸引了 404个企业和团队参赛，其中 2个项

目分别获得深创赛总决赛团队组一、二等奖，3个项目晋级国赛行业赛。

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创新驱动是老城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在致辞中指出，围绕创新驱动发展，罗湖坚

持立足自身优势和特点，规划了 12平方公里的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核心布局 “一校三谷多园区”，形成“北科技创新、南金融商贸”错

位发展格局。近年来，罗湖区不断优化升级产业扶持政策，推动社会资本支持双创发展，连续举办两届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开展

各种形式的国内外路演推介活动，为辖区双创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记者了解到，为吸引全国以及海外的创新创业项目落户罗湖，本次大赛以 140万作为奖励。同时，罗湖区为获奖企业配套享受落地政

策、被纳入投资平台、优先享受银行的授信额度、享受人才住房等相关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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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钱币长啥样？来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一览风采

当屏幕中象征文化的小树苗，在阳光和雨水的滋养中，逐渐长成参天大树，最后屏幕中显现出“不忘初心 为梦耕耘”八个大字，就

此，第三十五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开幕。

11月 15日，第三十五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开幕仪式在深圳古玩城举行。在一阵阵古雅而悠扬的古琴乐演奏中，“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经典诗文吟诵会——深圳市第十九届读书月活动”在古玩城多功能文化舞台举行。《念奴桥·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一首首

经典名作在各位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中，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了诗歌之美，场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等精品展也于开幕首日亮相。“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展示了先秦时期

至近现代上千件钱币珍品，有贝币、布币、刀币、蟻币、圜钱、鱼币、铜钱、银锭等，品种齐全。展品的年代跨度非常长，以商周时期始，

至春秋战国、秦、汉、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苏维埃、建国初期。展品历史脉络清晰，许多稀有钱币保存完好，难能可贵，

极具研究、收藏及普及教育价值。本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共展出钱币、纸币 1800余件，为收藏家吴岳明毕生所藏。

“ ‘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 展示了不同朝代、不同产地的古砚 120余方，形制各异，材质多样，不仅有中国四大名砚：

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还有地方名砚。展览从历史、石品和形制等诸方面纵横展现多

姿多彩的古砚文化，以期广大观众深层次的了解文房四宝之砚与中国历史的互为关系。

“古玩城交流会将持续到 19日，后续还有“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上线仪式”“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深圳收藏文化大讲堂”“陕

西卫视《华山论鉴》栏目走进深圳古玩城大型鉴宝海选活动”“岩骨花香——寻味武夷岩茶”等四大动态活动。以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

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深圳古玩城文创市集”“中国白玉精品暨玉雕大师作品展”等四大亮点展览。想要博览古今，畅

游文化盛宴，来这就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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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开启罗湖创新加速度

第二届罗湖区大梧桐“双创”大赛圆满收官，24个入围项目角逐总决赛大奖

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罗湖率先面临“四个难以为继”的困局，推动老城区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创新驱动成为罗湖转型发展的

必由之路，而城市更新、强区放权为罗湖转型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之下，大梧桐新兴产业带顺势而为、应运而生，开启

了罗湖创新发展的加速度。

第二十届高交会，罗湖区以“加快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引领罗湖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为主题，精选了 21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

研究机构参展，涉及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智能显示、智慧城市、计算机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全面展现了罗湖近年来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科技发展成果，成为老城区转型的鲜活例证。

与此同时，作为高交会期间罗湖区重要活动之一，11月 15日，第二届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圆满收官，24个入围项目角逐

总决赛大奖。通过举办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双创赛事，越来越多的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在罗湖落地生根，不断为罗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个创新驱动的新罗湖，正在大跨步地迎面走来。

引进重点项目罗湖各类核心创新指标全面提升

错位发展不能错失创新、错失创新必将错失未来。近年来，罗湖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摆在中心位置，积极融入省市的创新发展大局。

两年前的 11月 18日，同样是在高交会期间，罗湖区委区政府在会展中心举行了大梧桐新兴产业带专题推介与项目签约千人大会，产业带

建设全面启动，成为辖区战略性新产业发展核心载体。

两年后的今天，产业带已纳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创新节点、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与 2017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清水

河片区已纳入深圳高新区“一区多园”扩区范围，并被认定为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东晓布心片区被认定为深圳市生命健康产业基地，

莲塘片区被认定为深圳互联网产业集聚区。

围绕产业带“一校、三谷、多园区”规划布局，罗湖形成了产业化城市更新项目滚动实施效应，目前已立项 17个，已建成专业园区 6

个，企业入驻率多数超过 90%。其中智慧城市产业园(中设广场)、跨境电商产业园(博兴博隆)已打造成为新的税收亿元楼；人工智能产业园



(政府购置进元大厦物业)成为深圳首个专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即将成为新的税收亿元楼；国威科技大厦、IBC广场今年即将完成规划验收

投入使用。

产业带建设所带来的企业集聚效应正在逐步凸显，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正在逐步形成。依托城市更新建成专业园区，罗湖引进了一批重

点项目，包括软通动力、翰海基因、旷视科技、星火电子、柏星龙、森斯环境等，成为引领罗湖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带建设的深入

推进，为罗湖打开了城区发展空间，大力规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了罗湖各类核心创新指标的全面提升。

吸纳“潜力股”罗湖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在引进重点项目之外，罗湖还通过组织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吸纳有潜力、有前景的创新创业公司，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比如，连续举办两届的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内外路演推介活动，为罗湖双创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一批批落

户罗湖的创新创业公司，正成为罗湖产业升级的重要生力军。

据悉，第二届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今年 4月 18日启动以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来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大

数据、互联网及综合产业领域的 404个项目报名参赛，初赛线上评审出近 120个项目晋级复赛(行业赛)，角逐出 24个项目进入决赛。最终，

经过激烈比拼，用于 3D成像的飞行时间传感器芯片项目获得总决赛团队组第一名；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国产商业化计划书项目获得总决赛

企业组第一名。

为吸引全国以及海外的创新创业项目落户罗湖，本次大赛拿出 140万奖金作为奖励；同时，罗湖区还为获奖企业配套了相关扶持政策：

一是落地罗湖的企业可享受落地政策；二是获奖企业将会被纳入投资平台；三是可优先享受银行的授信额度；四是人才奖励(菁英人才计划)；

五是可享受人才住房。

“本次大赛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大赛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内外多个城市，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罗湖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石兴中表示，更重要的是，通过大赛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创新创业资源，很多获奖团队纷纷表达了来深圳创业、到

罗湖发展的意向。

作为企业组一等奖的获得者，华碳研发(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赵琦表示，赛事组织者所呈现出来的专业、高效、务实与执行力令

他印象深刻，同时，罗湖区党政部门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为科创企业出台了丰厚的扶持政策。“罗湖目前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我们

是一家新材料的科技公司，可以说十分的契合。”

“这次大赛水平很高，总决赛一等奖的争夺非常激烈，能够获得团队组一等奖我们深感荣幸。”聚芯微电子公司代表刘德珩称，“感谢

罗湖区科创局特地到武汉与我们项目组沟通，让我们了解到罗湖区有非常好的产业环境与落地政策，也使我们有机会在深圳展示我们的项



目。”他表示，“作为一家电子芯片公司，深圳有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希望有机会在这里落地。”

数说罗湖创新

新兴产业规模迅速壮大。2013年、2017年罗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96.06亿元、277.17亿元，环比增速达 47.13%；辖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同步从 6.45%增长到 12.8%，环比增速达 19%。截至 2017年底，辖区营收超过 10亿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3家，超过 5亿元的 17家，超过 1亿元的 53家；纳税超过 1亿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家，超过 5000万元的 12家，超过 2000万元

的 21家，超过 1000万元的 36家。

创新指标增长快速。罗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年的 80家增长至 2017年的 225家，增长近 3倍，其中 2017年认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98家，2018年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 222家(正在评审中)。2015年至 2017年，核定 R&D分别为 2.105亿元、3.96亿元、

8.15亿元，呈现了翻倍增长。2017年辖区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65.13%，2018年 1-5月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56.15%。

政策体系不断优化。2018年，全面修订科技创新产业政策，优化政策体系，强化扶持力度，突出政策绩效。2017年共扶持各类科技

企业与项目 158个，共计资金 2007.1万元；截至 2018年 9月，受理本年度企业扶持项目 62个，累计申请资金 3734 .76万元。2017年，

为“菁英人才”申请创业补贴和物业补贴合计 154万元，2018年为“菁英人才”申请创业补贴和物业补贴合计 381.5万元，为大梧桐新兴

产业带入驻企业定向提供保障性住房。



深圳一学位紧张片区新建学校却施工受阻，市人大代表介入协调

南都此前曾报道罗湖银湖未来学校因周边居民阻挠，而被迫在施工过程中停止施工一事。（此前报道：深圳华润一豪宅配套学校迟迟

未建，官方介入调查）今日（11月 15日），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黄翔来到银湖蓝山小区现场调研，同时与罗湖区建筑工务局、罗湖区教

育局、清水河街道办在施工现场召开座谈会，号召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解决银湖未来学校在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银湖地区就近入学成难题

周边居民渴望尽快解决

华润银湖蓝山的业主肖先生告诉南都记者，银湖蓝山后面有块地，已被明确规划为政府教育用地，但今年开工以来，却频频遭到住在

周边的三九胃泰老员工反对，导致开工困难。

实际上，整个银湖片区都存在“上学难”的问题。在银湖山庄旁开杂货店的陈小姐告诉记者，她从小就生活在银湖，但银湖片区一直

就没有学校。“大部分学生都要到凤光小学去上学，走路过去要半小时左右，来来回回非常浪费时间”，陈小姐从小就盼着银湖片区能有一

所家门口的学校，解决上学难题。

针对此事，记者也采访了参与三九胃泰老员工维权的蒲先生，他告诉记者，三九胃泰的老员工其实是支持建学校的，“但华润和我们

之间的事情没有妥善处理，我们就得维权”。而南都此前也对华润与三九胃泰老员工之间的分歧进行过报道（此前报道：深圳华润与旗下

三九胃泰部分老员工因搬迁安置未谈妥，旧改被搁置），属多年前城市更新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有妥善解决方案，华润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对此事暂不予回应。

人大代表：

罗湖区政府应通盘考虑、切割处理

11月 15日，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黄翔来到银湖蓝山，现场听取居民反馈，提出意见。在了解情况后，杨勤代表提出，无论是银湖

蓝山的居民还是三九老员工，其实都想要这个学校。就此事，杨代表建议罗湖区政府积极介入，“区政府应通盘考虑、切割处理，一方面

推动旧改实施，另一方面也扫除学校建设障碍”，此外他还提到，涉事多个部门应加强沟通，形成合力，才能有力推动事情解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而黄翔代表也多次提到，学校建设是政府民生工程，与后山居民的旧改诉求是两件事，应该分开处理。而争议的点，恰恰就在于三九

老员工将政府民生工程误当作华润的工程，才以此维权，让华润出面，“我们也会把此事与相关部门再进行沟通，提高解决效率”。

区工务局、教育局及街道办共同商议

调研现场，罗湖区建筑工务局、罗湖区教育局及清水河街道办也都参与了探讨，均表示已在多方协商解决此事，正积极向居民做解释

工作。罗湖区建筑工务局提到，会在近期再次进入工地现场进行勘探，同时做好防范和证据收集工作。

而罗湖区教育局则表示，银湖片区确为罗湖学位最紧张的一个片区，教育局一直希望能改善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银湖未来学校是一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能为减轻片区学位压力做不小贡献。但目前施工受到阻挠，“教育局并不是执法部门，我们也尽力到各部门去反映推

动，希望学校能按时建成开学”。

评分对象：罗湖区建筑工务局工程科 总分：65分

■介入速度 总分 20

阻挠施工情况发生后，工程科就及时介入，参与协调。

■处理进度 总分 15

目前仍在协调、尝试再次施工，未有明确开工时间。

■处理效果 总分 15

学校建设工地目前停止施工，开工时间未确定，可能造成工程延期。

■南都评价 总分 15

南都评点：居民因维权问题而对公共民生工程进行阻挠，工程科积极参与了问题的协调。但从协调进度来看，未见太大成效。处理问

题应对症下药，城市更新不属工务局职责范围，但还应积极联动多部门共同解决，提高协调效率。

评分对象：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办

总分：70分

■介入速度 总分 20

争议发生后，街道办就介入搭平台，协调各方解决。

■处理进度 总分 15

目前仍在协调当中，未有明确结果。



■处理效果 总分 15

学校建设工地停止施工，街道办仍尝试与维权居民沟通。

■南都评价 总分 20

南都评点：三九老员工与华润的历史遗留问题，街道办多次搭平台协调各方，但还应提高沟通的效率，推进学校施工。

评分对象：罗湖区教育局

总分：65分

■介入速度 总分 20

工程发生问题后，教育局即介入了解。

■处理进度 总分 15

目前仍在协调当中，未有明确结果。

■处理效果 总分 15

学校建设工地停止施工，教育局尝试与多部门联系合作。

■南都评价 总分 15

南都评点：教育局是学校的主管部门，有责任监督学校按时开学。目前工期被延后，教育局应更积极介入参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2020年广东二级医院全部参与医联体

广东发布全省医联体建设指引

金羊网记者 丰西西

医联体究竟要怎么建？广东有了明确指引。11 月 15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官网公布了近日由该委及省中医药局联合制定印发的《广东省医联体

建设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指引》明确，到今年年底前，每个地市至少要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到 2020 年，全省所有二级

公立医院及政府办基层医院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联体。

细分定位：

大病到大院小病到基层

《指引》明确，医疗集团或医共体由区域三级或业务能力较强的二级综合医院（含中医医院）牵头，联合辖区内以康复医疗和中长期护理为主

的二级、一级医院或康复医院、护理院等延续性医疗机构，以及若干网格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等构成。

要逐步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明确的功能定位。牵头医院负责急危重症和专科疾病诊疗，慢病防治机构和康复医院、护理院提供出院后延续功

能康复、慢病诊疗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或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的慢性

病的基础医疗、中医药防治、慢病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

此外，牵头医院三、四级手术和 C、D型病例（危重症）占比争取在 50%以上，平均住院日下降，住院患者急、危重症患者比例上升。努力实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例达到 65%和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的目标。

人才下沉：

统筹区域医联体内编制

医联体建设中，如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和人才下沉？《指引》明确，牵头医院向医联体其他成员单位派驻管理团队和专家团队，原则上每周至

少派驻 5人次到每家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工作，成员单位不足的医务人员由上级医院轮流下沉补充。率先在省财政支持的 15 个县域医

联体试点县探索建立区域医联体编制统筹使用机制，医联体内人员流动不受编制性质限制。



信息互通：

医联体内统一医保结算

医联体中信息互通一直备受期待。《指引》明确提出，要整合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医疗集团或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

此外，医疗集团、医共体内要实现技术设备有效共享，信息互联互通、检查检验互认以及用药目录、药学服务、药事管理的衔接。对医联体内

因双向转诊、远程医疗服务等互有参与业务产生的收入，医保基金的结余留用可按协议签订在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之间进行分配。

《指引》同时表示，要不断增加基层医保费用占比，实行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激励约束，确保优质资源有效下沉到基层，建立

医联体内统一医保结算制度。

目标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全省各地级以上市要完成辖区内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规划，实现医联体网格化全覆盖；率先在省财政支持

的 15 个县域医联体试点县探索建立区域医联体编制统筹使用机制，医联体内人员流动不受编制性质限制。

●2018 年年底前，每个地级以上市至少要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每个地级以上市至少选择一个区为试点，结合实际，推行深圳罗湖医

院集团管理经验。

●2019 年，全面开展医联体绩效评估工作，推动全省医联体建设取得实效。

●2020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全省所有二级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基层医院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联体，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编辑：宝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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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6 日

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开幕 古玩城 IP资源管理中心即将启动

深圳新闻网讯（记者 刘嘉敏 通讯员 於卢娟）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出席现场的各界领导嘉宾走上主席台启动活动。在大家的助力

下，屏幕中象征文化的小树苗，在阳光和雨水的滋养中，逐渐长成参天大树，最后屏幕中显现出“不忘初心 为梦耕耘”八个大字，就此，

第三十五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盛大开幕。

11月 15日下午，第三十五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开幕仪式在深圳古玩城隆重举行，出席本次开幕仪式的领导嘉宾主要有罗湖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国伟、罗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左金平以及艺术界、收藏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委员会、中华文化促进会古玩

城联盟、古玩行业协会、媒体朋友共计 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 800余家参展商参展。罗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国伟宣布

开幕。

经典诗文吟诵会同期举行

古琴伴奏感受古诗词韵律之美

盛大开幕式之后，在一阵阵古雅而悠扬的古琴乐演奏中，由黄贝街道办事处、深圳古玩城共同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诗

文吟诵会——深圳市第十九届读书月活动”在古玩城多功能文化舞台成功举行。《念奴娇·赤壁怀古》、《钗头凤·世情薄》、《水调歌头》

等一首首经典名作在各位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中，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了诗歌之美，场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来自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初中实验部 50余名学生在老师们的朗诵中也很好的感受了古诗词的韵律之美，最后在激昂的《卜算子·咏梅》中为本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据了解，古玩城交流会将持续到 19日，后续还有“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上线仪式”、“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深圳收藏文化大讲

堂”、“陕西卫视《华山论鉴》栏目走进深圳古玩城大型鉴宝海选活动”、 “岩骨花香——寻味武夷岩茶”等四大动态活动，和“中华历代

钱币收藏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深圳古玩城文创市集”、“中国白玉精品暨玉雕大师作品展”等四大亮点展览，欢迎

大家前来博览古今，畅游文化盛宴。

中华历代钱币、砚台收藏展

走进先秦到近代的钱币更迭史



“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等精品展也于开幕首日亮相。

“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展示了先秦时期至近现代上千件钱币珍品，有贝币、布币、刀币、蟻币、圜钱、鱼币、铜钱、银锭等，品种

齐全。展品的年代跨度非常长，以商周时期始，至春秋战国、秦、汉、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苏维埃、建国初期。

本次展出的 2000多钱币都出自收藏家吴岳明之手，这位 1957年生的收藏家从小就爱好收藏，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开始收藏钱币，“那

时候骑着自行车，到乡下各个垃圾回收站翻破铜烂铁，就这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吴岳明收藏钱币注重品种齐全，不注重价格。记者在现

场看到，展品历史脉络清晰，许多稀有钱币保存完好，难能可贵，极具研究、收藏及普及教育价值。本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共展出钱

币、纸币 1800余件，为乐泉居吴岳明先生毕生所藏，是民间钱币收藏中不可多得的成系统收藏的收藏家。

“ ‘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展示了不同朝代、不同产地的古砚 120余方，形制各异，材质多样，不仅有中国四大名砚：

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还有地方名砚。展览从历史、石品和形制等诸方面纵横展现多

姿多彩的古砚文化，以期广大观众深层次的了解文房四宝之砚与中国历史的互为关系。

现场负责人杨先生说，这里的砚台都来自北京砚林拍卖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唐存刚酷爱收藏各类砚台，他最为喜欢的是一款“清代顾

二娘制杏花双燕”砚台，现场也有展出。从史前文化的研磨石到汉代长方形板砚、饼型砚、蹄足型圆砚，到魏晋南北朝的圆形瓷砚、唐代

的陶砚、石砚等，让人应接不暇。流连其中，你会改观对砚台的陈旧印象，历代很多砚台都不是黑色的，各类色泽均有，有唐宋的三彩砚

台、白泥砚、刑窑多足砚，及上世纪 50年代的孔雀砚是淡蓝色的，特别漂亮，还有一些浮雕的砚台则更为精美。

据悉，“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和“‘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将于 11月 15-19日在深圳古玩城 J栋五楼多功能文化厅免费向

市民展出，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即将上线

IP资源管理中心启动

深圳古玩城要玩 IP了!要学故宫博物院开发大量好玩有用的文创产品吗？是的！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上线仪式将于 11月 16日启动，

深圳古玩城文化产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负卓杰透漏，“我们将借鉴迪士尼模式、故宫博物院模式，携手保利集团等诸多重量级合

作伙伴，让古玩城的众多商家成为 IP文创产品的生产者，从而开拓一条创新之路，找到文创产业发展的新台阶。”

现今文化产业最上游的资源是 IP资源，迪士尼的 IP 产业链条，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开发都获得了不少口碑和商业效益。深圳古玩

城其实很早就开始接触，曾经小规模地打造过一些文创产品，比如熏香音乐盒、梅兰竹菊四友的陶瓷茶礼，受到业界同行的欢迎。现今，

结合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上线仪式，深圳古玩城启动 IP资源管理中心，携手保利集团这个早已在浙江义乌建立 IP产业文化服务中心的



重点合作伙伴，一起打造深圳古玩城的 IP，开发系列文创产品。

具体说来，IP资源管理中心就是给深圳古玩城商户的一项增值服务，商户们只要有好的 IP，希望开发成文创产品，都可以跟深圳古玩

城管理方联络，联手推进 IP资源的产品开发，从版权、设计、制作到销售各方面优势互补，深圳古玩城管理房提供服务、分享经验，让古

玩生活化，让更多的有鲜明深圳古玩城特色的产品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卓杰表示，现今，深圳古玩城的优质商户，龙泉青瓷已经设计制作了一批瓷器首饰，非常精美，而贵州非遗商家做了各类包包，也有

了一些粉丝。而深圳古玩城管理方，则建立了自己文创团队，目前正在抓紧设计，在春节前将推出系列文创产品——《山海经》中的瑞兽

当康为主要设计元素的文房四宝、音乐盒等。“我们专门联络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的设计方，学习了他们的开发经验，我们的出品都不会

价格太高，但非常有文化内涵，我们也会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做强做大。”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第 35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在深开幕

11月 15日下午，第 35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第 30届中国白玉精品暨玉雕大师作品展、第 28届中国茶文化节在深圳古玩城

同期开幕。来自全国艺术界、收藏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委员会、中华文化促进会古玩城联盟、古玩行业协会等共 300余人参加

了开幕式。

罗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国伟，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罗湖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郑刚生，黄贝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苇，黄贝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钟远峰，黄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丘宇辉等出席活动。熊国伟宣布开幕。

深圳古玩城副董事长卓杰致欢迎辞。据了解，本次盛会以“不忘初心 为梦耕耘”为主题，围绕“读书月”“文化传承”“文创”“精品

展”，精心推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诗文朗诵会”“深圳收藏文化大讲堂”“鉴宝海选”等六大活动，以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

“中华历代砚台展”等四大亮点展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800余家参展商参展。

开幕式之后，在一阵阵古雅而悠扬的古琴乐演奏中，由黄贝街道办事处、深圳古玩城共同主办的“深圳市第十九届读书月活动——庆

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诗文吟诵会”在古玩城多功能文化舞台举行。《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一首首经典名作经过各位名

家声情并茂的朗诵演绎，让在场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了诗歌之美。来自罗湖外语学校初中实验部的 50余名学生也在其中，一同感受了古

诗词的韵律之美。

随后，“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精品展也精彩亮相，将于 11月 15-19日在深圳古玩城 J栋五楼多

功能文化厅免费向市民展出。

其中，“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展示了先秦时期至近现代上千件钱币珍品，品种齐全、展品的年代跨度非常长，以商周时期始，至春

秋战国、秦、汉、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苏维埃、建国初期。展品历史脉络清晰，许多稀有钱币保存完好，难能可贵，极具

研究、收藏及普及教育价值。本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共展出钱币、纸币 1800余件，为民间钱币收藏中不可多得的成系统收藏家乐泉

居吴岳明毕生所藏。

“‘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由深圳古玩城、北京砚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展示了不同朝代、产地的古砚 120余方，形



制各异、材质多样，不仅有中国四大名砚——广东肇庆端砚、安徽歙县歙砚、甘肃洮州洮砚、山西绛县澄泥砚，还有地方名砚。展览从历

史、石品和形制等诸方面纵横展现多姿多彩的古砚文化，以期广大观众深层次了解文房四宝之砚与中国历史的互为关系。

据悉，此次古玩城交流会将持续到 11月 19 日，后续还有“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务号上线仪式”、“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深圳收藏

文化大讲堂”、“陕西卫视《华山论鉴》栏目走进深圳古玩城大型鉴宝海选活动”、 “岩骨花香——寻味武夷岩茶”等活动和“深圳古玩城

文创市集”、“中国白玉精品暨玉雕大师作品展”等展览推出，诚邀市民前来博览古今，畅享文化盛宴。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在深开幕，800多参展商挤爆深圳古玩城

11月 15日下午，第三十五届全国古玩珠宝艺术品交流会在深圳古玩城隆重开幕。

罗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熊国伟、副区长左金平以及艺术界、收藏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砚文化委员会、中华文化促进会古玩城联盟、

古玩行业协会嘉宾 300余人出席，来自全国各地的 800余家参展商参展，深圳古玩城内摩肩接踵，人气超旺。

在一阵阵古雅而悠扬的古琴乐演奏中，由黄贝街道办事处、深圳古玩城共同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诗文吟诵会——深圳

市第十九届读书月活动”在古玩城多功能文化舞台成功举行。来自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初中实验部 50余名学生也现场体验了一把古诗词

的韵律之美。

“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等精品展也于开幕首日亮相。“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展示了先秦时期

至近现代上千件钱币珍品，有贝币、布币、刀币、蚁币、圜钱、鱼币、铜钱、银锭等，品种齐全。展品历史脉络清晰，许多稀有钱币保存

完好，难能可贵，极具研究、收藏及普及教育价值。本届中华历代钱币收藏展，共展出钱币、纸币 1800余件，为乐泉居吴岳明先生毕生

所藏，是民间钱币收藏中不可多得的成系统收藏的收藏家。

“‘砚’滟秋色——中华历代砚台展” 由深圳古玩城、北京砚林拍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展示了不同朝代、不同产地的古砚 120余方，

形制各异，材质多样，不仅有中国四大名砚：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还有地方名砚。

展览从历史、石品和形制等诸方面纵横展现多姿多彩的古砚文化，以期广大观众深层次的了解文房四宝之砚与中国历史的互为关系。

据悉，两项展览于 11月 15-19日在深圳古玩城 J栋五楼多功能文化厅免费向市民展出。古玩城交流会将持续到 19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深圳古玩城第 35屆全國古玩珠寶 藝術品交流會盛大開幕將持續五天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蘇偉報道：11月 15日下午，第三十五屆全國古玩珠寶藝術品交流會開幕儀式在深圳古玩城隆重舉行，出席本

次開幕儀式的領導嘉賓主要有羅湖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熊國偉、羅湖區人民政府副區長左金平以及藝術界、收藏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硯

文化委員會、中華文化促進會古玩城聯盟、古玩行業協會、媒體朋友及海內外嘉賓共計 300余人出席了開幕式，來自全國各地的 800余家

參展商參展。

逾八百家參展商參展

羅湖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熊國偉宣布開幕，在現場熱烈的掌聲中，出席現場的各界領導嘉賓走上主席台啟動活動。在大家的助力下，屏

幕中象征文化的小樹苗，在陽光和雨水的滋養中，逐漸長成參天大樹，最後屏幕中顯現出“不忘初心 為夢耕耘”八個大字，就此，第三

十五屆全國古玩珠寶藝術品交流會盛大開幕。

盛大開幕式之後，在一陣陣古雅而悠揚的古琴樂演奏中，由黃貝街道辦事處、深圳古玩城共同主辦的“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經典詩

文吟誦會——深圳市第十九屆讀書月活動”在古玩城多功能文化舞台成功舉行。《念奴橋·赤壁懷古》、《釵頭鳳·世情薄》、《水調歌頭》

等一首首經典名作在各位老师聲情並茂的朗誦中，讓大家身臨其境的感受了詩歌之美，場下不時響起陣陣掌聲。來自深圳市羅湖外語學校

初中實驗部 50余名學生在老师們的朗誦中也很好的感受了古詩詞的韻律之美，最後在激昂的《卜算子·詠梅》中為本活動畫上圓滿句號。

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亮相

“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硯’灩秋色——中華历代硯台展”等精品展也于開幕首日亮相。“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展示了先秦時期

至近現代上千件錢币珍品，有貝币、布币、刀币、蟻币、圜錢、魚币、銅錢、銀錠等，品種齊全。展品的年代跨度非常長，以商周時期始，

至春秋戰國、秦、漢、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蘇維埃、建國初期。展品历史脈絡清晰，許多稀有錢币保存完好，難能可貴，

極具研究、收藏及普及教育價值。本屆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共展出錢币、紙币 1800余件，為樂泉居吳岳明先生畢生所藏，是民間錢币

收藏中不可多得的成系統收藏的收藏家。“ ‘硯’灩秋色——中華历代硯台展” 由深圳古玩城、北京硯林拍賣有限公司聯合主辦，展示

了不同朝代、不同產地的古硯 120余方，形制各異，材質多樣，不僅有中國四大名硯：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歙縣的歙硯、甘肅洮州的洮



硯、山西絳縣的澄泥硯，還有地方名硯。展覽從历史、石品和形制等諸方面縱橫展現多姿多彩的古硯文化，以期廣大觀眾深層次的了解文

房四寶之硯與中國历史的互為關系。“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和“‘硯’灩秋色——中華历代硯台展”將于 11月 15-19日在深圳古玩城 J棟

五樓多功能文化廳免費向市民展出，歡迎大家前來觀展。

古玩城交流會將持續到 19日，後續還有“深圳古玩城微信服務號上線儀式”、“慶祝改革開放 40周年——深圳收藏文化大講堂”、“陝

西衛視《華山論鑒》欄目走進深圳古玩城大型鑒寶海選活動”、“岩骨花香——尋味武夷岩茶”等四大動態活動，和“中華历代錢币收藏展”、

“‘硯’灩秋色——中華历代硯台展”、“深圳古玩城文創市集”、“中國白玉精品暨玉雕大师作品展”等四大亮點展覽，歡迎大家前來博覽

古今，暢遊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