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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再添 3 位省领军人才

每人可获 600 万元资助
东莞时报记者 张欣仪

近日，
省人才办下发了《关于印发2016
年
“珠江人才计划”
入选名单的通知》。其
中，
刘向阳、
胡建军、
陈学健等3位东莞推荐
的专家上榜第六批省领军人才名单。按照
规定，每人可获得 600 万元的资助，包括
500 万元专项工作经费和 100 万元（税后）
住房补贴。截至目前，
东莞已有6位省领军
人才。
来自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介绍显示，
刘
向阳，
教授，
长江学者，
多年以来一直致力
研究防火墙、
入侵防御、
隐私保护等网络空
间安全核心问题。出版了两本关于网络安
全的英文专著，
获得了 14 项美国专利。
胡建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
程专业博士，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特聘
专家，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引进第六
批领军人才，东莞市松迪智能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拥有近 20 年机器人
与现代控制系统技术方面的成功研究开
发经验。
陈学健，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引
进第六批领军人才，东莞市第三批创业
类领军人才，广东锐顶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总裁，美国西海岸大学电子工程专业
硕士。具有丰富的电流变换器设计经
验，三十年来经手设计的成功产品超过
百款，
拥有全球专利 25 项。
那么，对于省领军人才，东莞有什么
配套扶持政策呢？根据《东莞市特色人
才特殊政策实施办法》规定，入选省领军
人才的 ，可以直接认定为东莞市特色人
才（一类），并可以享受科研资助、创业扶
持、居留和出入境服务、入户、住房、医
疗、社保、税收、通关、配偶安置、子女入
学等一系列配套优惠待遇。

配套待遇

东莞面孔亮相巴菲特股东大会
东莞时报讯 （记者 沈汉炎） 今
年 5 月，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
东大会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举
行，巴菲特和他的搭档芒格分享了对
于全球投资的看法，并现场回答记者
及听众们的提问。来自东莞证券黄江
营业部的总经理杜锡其、投资顾问霍
淑珍两位代表受亚洲价值资本的邀
请，现场聆听巴菲特的投资分享。

《论语》的现代价值在哪里
周日来与专家一起探讨
科研、
配套资助
入选省领军人才的，视人才项目层次及对东
莞市经济社会贡献等情况，由市财政按省财政资
助 1：
0.5 至 1：
1 比例给予配套资助。

贷款贴息
特色人才在东莞市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创办企业
获得银行贷款的，
可获得政府最高100万元贴息。

租房、
购房补贴
一类特色人才可享受每月最高 3000 元租房
补贴；一类特色人才，以本人（或配偶、未成年子
女）名义在本市首次购买商品住宅房 ，可获得最
高不超过 200 万元购房补贴。

医疗待遇
特色人才及其直系亲属可在东莞市任意一间
二级以上医院享受绿色通道服务，快速便捷就医。
特色人才（一类特色人才）参加社 会医疗保险（含
市内外参保）个人缴费部分，每人每年额外补助
3000 元，
补助年限不超过 3 年。

税收优惠
特色人才按照对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程
度按其上一年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留
成部分 80%的标准予以补贴。

茅洲河界河段综合整治
主体工程预计年内基本完工

东莞时报制图 范春天

清溪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
东莞时报讯（记者 黄澄献 通讯员 黄广文）
5 月 17 日，6 辆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车通过云卡口
系统自动识别和智能化验放，驶入东莞清溪保税
物流中心（B 型）的保税监管仓库，标志着该中心
正式封关运行。
清溪保税物流中心（B 型）由海关总署等四部
委联合批准设立，是东莞市政府布局在清溪，服务
莞深惠三市尤其是东莞东部地区企业的公共服务
平台。业务范围涵盖保税仓储、流通性简单加工
和增值服务、全球采购、国际分拨和配送、转口贸
易、保税展示、跨境电子商务等国际物流服务，属
于广东省和东莞市的重大建设项目。该中心位于
清溪镇北环路侧，批准建设面积 0.23 平方公里，
预计总投资 6 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已建成卡
口、围网、仓库、海关及检验检疫查验场所、办公
楼、信息化系统等满足保税物流中心运作的基础
设施和监管设施，包括保税监管仓库 7.7 万平方
米、露天堆场 2.3 万平方米。

东莞时报讯 （记者 沈汉炎） 本
周日 14：30，东莞图书馆市民学堂将迎
来一场传统文化公益讲座，知名学者、
著名《论语》研究专家、畅销书《论语心
读》的作者柳恩铭将莅临该馆四楼报
告厅，与市民一起探讨“《论语》的现代
价值”。
柳恩铭博士是华南师范大学客座
教授，也是中山大学等多所名校的特
聘教授、研究生导师。曾长期在教育
一线担任教职工作，也在教育局担任
过领导，探访过 28 个国家 118 所中小
学，有着丰富的讲课经验。他历时十
年研读《论语》30 多个版本，力求为大
家展示一个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儒家，
并写出一本目前在中国独树一帜的
《论语心读》。
《论语心读》问世之后，该
书一年四版，同时柳恩铭博士亦受邀
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上百场深受听众欢
迎的讲座。
此外，5 月 28 日（周日）14：30，还
是在东莞图书馆四楼报告厅，西南大
学文学院教授李达武，还将为市民带
来文学讲座《绝代才女——李清照》。

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通讯员 柯坚 供图

据介绍，该中心正式运行后，入驻企业在进
出口通关上将享受到两大便利：一是进口企业资
金成本降低，企业从境外进口的货物可根据实际
需要存放在保税物流中心内，享受保税政策，暂不
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待实
际申报进入国内再缴纳相应税款；二是有利于出
口企业资金周转，保税物流中心适用“入仓即退
税”政策，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即可申请退税，企业
资金流转得以加快。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尹金钟 通讯
员 莫艳芬） 茅洲河界河段综合整治
工程是茅洲河流域综合整治工作中关
乎两岸防洪安全、截污治污的关键性
工程，5 月 18 日，记者了解到，目前，茅
洲河界河东莞段 4 个标段工程都在有
序推进，预计主体工程将于年内基本
完工。 记者在茅洲河界河段施工现
场 看 到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进 行 施 工 作
业。据介绍，目前 4 个标段工程已经完
成总工程量约 31.2%，正在加紧推进桩
基础施工。其中，第 1 标段已经完成工
程量约 18%，包括灌注桩 59 根、定型
搅拌桩 2819 根。第 2 标段累计完成工
程量约 51.5%，包括灌注桩 2263 根及
三八河泵站出口箱涵工程。第 3 标段
累计完成工程量约 35%，包括灌注桩
1985 根。第 4 标段累计完成工程量约
22%，包括灌注桩 1502 根。 此外，茅
洲河电力迁改工程已经开展前期工
作，完成镇政府资金立项，并完成方案
设计，管线迁改路由已经确定，正在进
行勘察及施工图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