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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蔡国兆、周科

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 510 万人，PCT 国际
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 46 . 6%，在源头创新之路
上，深圳迈上一个新台阶。

打开围墙满眼春。从曾经只有 1 所高校的
“人才洼地”，到现在的招商引智“目的地”“全球
港”，深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打破壁垒 人才加速集聚

“环境宽松，我来是圆梦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魏奉思在深圳搭建了共建共享平台——— 数字
空间，引入 150 位国内空间技术领域的精英。

从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来到深圳。魏奉思
是深圳近日引入的 9 名全职院士之一。
重金引才、提供便捷停居留服务，出台人才

条例……近年来，深圳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
历职称、体制五大壁垒，大力筑巢引凤。今年 2
月，从法国留学回国的凃聪颖最终选择把户口
落在深圳，“在这里，能享受购车、租房和生活补
贴等优惠政策，而且人才引进不仅不受户籍、行
政关系限制，行政效率极高。”

在招才引智渠道上，深圳也是妙招频出：
“海外飞地”，建立波士顿、西雅图等 7 个海外创
新中心；“候鸟栖地”，建成清华-伯克利深圳学
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 10家特色学院
以及 44家新型研发机构，引入“候鸟型”兼职教
授 700 多人。

“只有软硬件环境好了、渠道通畅了，人才

才能来得了、留得住、干得好。”深圳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郑秀玉说。

目前，深圳人才结构正在出现“两个加速
度”：杰出人才、高层次人才增长加速度，仅
2016 年新引进全职院士、诺奖得主等杰出人
才就占过去 35 年的 80%；留学人员引入加
速度，连续 3 年增幅超过 40%。

“红利”爆发 创新雨林萌动

“冬天来的时候，深圳要为春天而‘冬
训’。”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专家们曾
经这样说。

不到十年时间，深圳已经大变。2016 年，
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 . 6%，占
GDP 比重达 40 . 3%。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经
济总量增长 8 . 8%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4 . 6%。当年播下的“种子”，新材料、生物等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航空航天、机器人等四
大未来产业，均出现高速增长。

“深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才
红利’。”深圳市专家人才联合会会长孟建民说。

留学人员创办的大疆科技公司，2016 年
产值突破 100亿元，不仅创造了消费级无人机
新市场，而且在珠三角带出了一个产业集群。

现在的深圳，腾讯、华为等航母级企业之
后，大疆科技、华大基因、华讯方舟等一批新
企业高速崛起，带动产业链上数以千万计的
中小企业穿行于“创新雨林”。

粗略统计，围绕着生物、互联网、新能源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圳有近 60 个产业联
盟。而在这些产业联盟中担纲挑大梁的，不少
都是深圳不惜重金引进的人才。“没有人才，
就没有现在的深圳。”孟建民说。

吞吐呼吸 “全球港”成型

迈入新时代，深圳已经呈现出全新发展
特征。这里，已经成为全球人才的集聚地。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不
久前与深圳大鹏新区签约共建实验室，他说，
希望在这里最终打败幽门螺杆菌。

不到一年时间，深圳由诺奖科学家组建
的实验室就达 5家。深圳市委组织部介绍说，

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已达 510 万人，其中
全职院士 26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526 人。

这里，也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集聚地。“华
强北是硬件硅谷。”将孵化器总部迁至深圳的
硅谷企业 HAX 创始人希瑞尔说。深圳市投
资推广署的数据显示，2011-2016 年间，共有
美国苹果研发中心、美国英特尔智能设备创
新中心、美国高通华南区总部等 68 个世界
500 强项目在深圳布局。

来自全球的人才正在将深圳创新能力推
向一个全新的高度：2016 年 PCT 国际专利
申请量 19648 件，占全国的 46 . 6%，平均一
天就有 48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 80 . 09件，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 10 倍。

目前，深圳 PCT 国际专利的累计授权量
已跃居全球城市第二位。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任夏兵说，作
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近年来中国已成为
国际人才瞩目的创业地，而深圳正成为其中
一个巨大的“吞吐港”。

从珠江口俯瞰，深圳“吞吐”“呼吸”，全球各
地来深办会洽商，络绎不绝。昔日的“人才洼
地”正在成为世人瞩目的招商引智“目的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建设的深入推进，深圳源头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跨区域辐射能力日益明显。”深圳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新华社深圳 11 月 5 日电

从“人才洼地”到“全球港”
深圳探索源头创新之路

▲ 11 月 6 日，人们在昆明滇池之畔与红嘴鸥嬉戏。

近日，近万只红嘴鸥飞抵云南昆明，这是生长在西伯利亚等地的红嘴鸥连续 33 年
来到昆明越冬。自从 1985 年数千只红嘴鸥首次到昆明过冬以来，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
初，这些“小精灵”都会不远万里飞来，与市民和游人和谐相处，成为昆明冬春时节的
一道景观。昆明市民对红嘴鸥给予了极大的关爱，每年当地政府都拨出专款、组织专人
为红嘴鸥投食，并制定法规禁止伤害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红嘴鸥连续 33 年

飞临云南昆明越冬

据新华社福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刘娟)6 日上午，福州
长乐举行撤市设区授挂牌仪式，标志着福州正式进入“六
区”时代。

经国务院批准，长乐行政区划作如下调整：撤销长乐县
级市，整建制设立福州市长乐区。撤市设区后，长乐行政区
域范围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政府驻地不变，区名保持
“长乐”不变。以原长乐市的行政区域为长乐区的行政区域，
以已勘定的原长乐市行政区域界线为长乐区的行政区域界
线。撤市设区后的长乐区下辖吴航、航城、营前、漳港 4 个街
道，首占、玉田、松下、江田、古槐、文武砂、鹤上、湖南、金峰、
文岭、梅花、潭头 12 个镇，罗联、猴屿 2 个乡，共 226 个村、
30 个社区，辖区面积 658 平方公里，人口 72 . 5 万。

福州原有鼓楼、台江、仓山、马尾、晋安五区，长乐撤市
设区后，福州将扩展为六区。福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相应
的政策和保障措施，提出了五年过渡期政策，即五年内长乐
各项政策保持不变。为了让长乐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在民生保障方面如社保、教育、医疗等方
面将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实现同城同待遇，让长乐人民群众
享有双重利好，既享有长乐市原来各种优惠政策，又享有设
区后各种优惠政策。

长乐撤市设区挂牌成立

福州进入“六区”时代

据新华社太原 11 月 5 日电(记者王飞航)记者 5 日从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获悉，经过几轮激烈竞争，山西 10 个煤
层气区块探矿权全部出让成功，总面积约 2043 平方公里。
这是矿业权制度改革以来全国出让的首批煤层气矿业权。

山西是煤炭大省，同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煤层气资源。
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矿业权出
让制度改革方案》，要求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为主，全面推
进矿业权竞争出让。8 月份，《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采
规划(2016-2020 年)》获得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后，山西首
次将 10 个煤层气区块探矿权面向全国公开出让。

据了解，这 10 个煤层气勘查区块涉及柳林石西、介休、
平遥南、和顺横岭、和顺西、榆社东、武乡南、古县永乐北、古
县永乐、安泽南等，单个区块面积为 51-299 平方公里，总
面积约 2043 平方公里，预测煤层气总资源量约为 4300 亿
立方米。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周际鹏说，此次煤层气勘查
区块竞争出让，在山西省是首次，在全国也是首例，旨在进
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深化矿业权
市场化改革、统筹加快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

山西敲下中国煤层气

探矿权公开出让第一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记者姜刚、雷肖
霄、王菲)拾金不昧是一种传统美德。而近日，陕
西一“的哥”归还乘客物品时索取补偿费一事，引
发网友热议。拾金不昧该不该索取补偿？归还过
程中产生费用谁来弥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的孟先生，于 10
月 22 日晚在西安市临潼区乘坐出租车时，不慎
将装有银行卡和驾照的包遗落在出租车上；由
于没有打出租车的发票，也不记得车牌号码，一
时间无从找寻。

10 月 23 日上午，孟先生接到交警部门的
电话。出租车司机康先生发现他遗落的物品后，
主动联系了交警部门。警方根据孟先生驾照上
的信息查找到了孟先生，物归原主。不过，由于
一番折腾耽误了正常营运，康先生向孟先生索
取了 200 元作为补偿。

对补偿的事，当事双方各持己见。康先生认
为自己为了联系失主，辗转多处寻找，耽误了正
常营运，应该得到适当的误工费用。而孟先生却
觉得，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物品后应上交出租
车公司处理，而不是以此要挟乘客出钱赎回。
记者采访了当事人所属的西安市临潼区出

租汽车管理所的管理员刘柏志。他说：“针对
此事我们对司机进行了教育，司机同意将
200 元归还。”同时，刘柏志向记者表示，该管
理所倡导：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遗落物品后，
将物品直接交至公司，不承担找寻失主的义
务，而由出租汽车管理所在统一平台上发布
寻物启事找寻失主。

类似事情并非孤例。“我也遇到过不少乘
客遗落物品的事情，有些乘客拿回遗落物品
后会主动给报酬，但不给报酬的我也不会主
动要。”西安出租车司机谭超说，乘客支付适
当的报酬是合理的，可用于补偿司机在寻人
过程中的误工费用，也是鼓励司机做好事。

在安徽省合肥市开了近十年出租车的邢
师傅则认为：“对出租车行业来说，时间就是
金钱。如果是司机自己找到失主归还丢失物
品，我认为可以按照送还物品的行驶里程计
价，给予司机物质补偿……这也是对做好事
的人的一种鼓励。”

大多数受访者虽然对“司机归还失物是
否该索取补偿”有不同看法，但对“社会应完
善好人好事的激励机制”观点大致趋同。

谈及拾金不昧该不该“索取补偿”时，西安
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兴武表示，归还过程
中，一个细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出租车司机索
要财物时，是否控制着失主的财物，是否以索

要财物为要挟，如果以此为要挟，那么是有侵
占意图的，构成侵占罪；但如果已将东西交还
失主，再跟失主进行协商补偿，则是合理的。
周兴武则表示，在道德上确实应倡导大家

拾金不昧，但在法律上考量，结合日常生活的
实际，归还遗失物确实也产生了一定成本，“所
以在交还财物后，(当事人)可以跟失主进行协
商，这个其实是一种对于成本的合理补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根据我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拾得人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权利人领取遗失物
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
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从法律角度看，出租车
司机应保管好遗失物品，并将之返还乘客，否
则就是不当得利。在返还物品时，收取必要费
用是有法律依据的。

对于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
用，刘俊海建议，相关部门或出租车行业可设
置行业标准，根据当地出租车司机的运营时
间、里程、收入等测算，这样可供归还遗失物
时参考，既让补偿额度有据可依，也让好人好
做、好事好为。

“的哥”拾金不昧该不该要补偿费？

新华社长春 11 月 5 日电(记者
郎秋红、李双溪)“为了避开树冠，这
栋房子向西移动了 3 . 5 米；为了避
免干扰迁徙途中鸟类的视线，所有
建筑外观都用暖色、浅色。”在即将
竣工的向海小镇，现场施工的设计
师介绍，再有一个月，从向海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迁出的上百户居民将住
进这 8 栋新居。在这里，大楼要为树
木“让路”，居民也要把 6700 多公顷
的耕地还给珍稀鸟类安家。

向海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西部
通榆县境内，是国际重要湿地，也是
丹顶鹤、大鸨、东方白鹳、黑鹳等珍
稀水禽重要栖息地，区内有国家级
保护动物 50 多种。但在 1981 年保
护区设立之前，这里就有了村庄和
居民，农耕和放牧影响了野生动物
的栖息。

74 岁的宋诸品是向海村西社
的老户，1957 年来这里的时候，当
地只有 17 户居民。描绘起那时候的
向海，宋诸品一脸兴奋，“冬天在湖
面上打洞，用蜡烛一照，鱼就聚过
来，用瓢就能盛起来。”当时区内的
蒙古黄榆茂密成林，常能见到狼、狍
子、野猪奔跑。村民放牛的时候，还
救起过受伤的白鹳。

后来在向海居住的人逐渐增
多，人们开垦农田，过度放牧，导致
蒙古黄榆大面积减少。“幼树刚长出
寸把高就被羊群啃光了，次生林根
本无法接续”。向海乡副乡长王旭明
说，野生动物无处藏身，越来越少。

为了把土地还给湿地，让鸟类
有更多的栖息之所，吉林近年开始实施移民工程，拆除房屋
及窝棚 248 户，退耕还草 6711 公顷。宋诸品拆了住了 40
年、不到 60 平方米的泥草房，得到了 5000 元的补偿。政府
还以每年 8000 元钱的价格流转了村民退耕的土地，是当地
均价的 4 倍。新房建成前，村民还可以得到每月 500 元的租
房补贴。

禁止放牧等于断了世代养殖的传统。为此，通榆县与向
海保护局组织 30 多名养殖大户，免费到山东潍坊学习奶山
羊圈养，对于有意向的养殖户，资助建设标准化牧业小区，
产出的羊奶供给当地的羊奶企业。以奶山羊每只 2000 元计
算，每天产奶 2 . 5 公斤，一年可收入 1500 元，加上销售羊
羔利润，当年就能回本。

随着湿地恢复，人类活动减少，近两年，向海保护区的
迁徙鸟类明显增多，到 2020 年，向海保护区计划恢复林地
12 万亩，恢复林地面积达到上世纪 90 年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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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清理 50 万辆过度投放共享单车
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记者周琳)

记者 6 日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自 8 月 18
日共享单车新增投放的禁令实施后，上海
各区已经开展了各种整治活动。截至目
前，已经清理了 50 万辆过度投放的共享
单车。

因共享自行车企业为抢占份额过度投放
共享单车，疏于线下运营管理，已严重影响了
城市交通秩序和形象，上海市交通委今年 8
月 18 日已经表示，要求暂停共享自行车企业
在上海新增投放车辆，一旦发现，将作为严重
失信行为纳入企业征信档案。

上海交通委表示，未来将继续执行
禁止新增投放的要求，相关指导意见也
将尽快出台。指导意见中对企业的经营
条件、总量控制、停放管理、违规处罚以
及企业的质量信誉考核都将作出相关的
规定。

▲近日，为提高律师对参与调解工作的认识，更好抓住
律师行业发展机遇，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在北京举办律
师参与调解工作创新研讨会。海淀区律师协会邀请海淀区
各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研讨会。 （张笑宇摄）

西安的孟先生，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装有银行卡和驾照的包遗落

在出租车上。司机康先生发现后交给交警部门。警方根据驾照信息查找

到孟先生，物归原主。由于一番折腾耽误正常营运，康先生向孟先生索取

了 200 元作为补偿。孟先生觉得，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物品后应上交出

租车公司处理，而不是以此要挟乘客出钱赎回

新华社成都 11 月 5 日电(记者吕庆福)11
月 5 日下午，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
消息，保护区首次拍到四只雪豹同框画面：3 个
点位分别记录到一母三子行踪。

在卧龙保护区公布的新一轮雪豹数据回收
成果中，三台红外线相机中分别发现了雪豹四
口之家的身影。

据专家判断，三只小雪豹约 3 个月左右，正
是活泼好奇的年纪。雪豹是独居动物，大约在两
周岁以后离开母亲，独自生活。据悉，四只雪豹
同框比较罕见，这也是四川首次拍到的画面。

上述消息是卧龙保护区在“首届横断山雪
豹保护行动研讨会”上发布的。在会议上，与会
人士倡议加强对雪豹的保护和研究，并首次公
布了卧龙雪豹数量不少于 26只的消息。

四川卧龙首次拍到

四只雪豹同框画面

新华社西宁 11 月 5 日电(记者徐文婷、王金
金)记者从中国保监会青海监管局了解到，青海
省创新农业保险制度，今年 10 月底为高寒牧区
群众的近 4 万头牛羊投保了“藏系羊牦牛降雪量
气象指数保险”，以保畜牧业生产过冬无忧。

藏系羊牦牛降雪量气象指数保险是以保险
期限内累计降雪量差为依据实现理赔，若累计
降雪量大于约定保险降雪量，保险公司就给予
赔付。以果洛藏族自治州为例，根据气象统计，
果洛州 50 年平均降雪量为 57 毫米，保险约定
降雪量为 35 毫米，在保险期限内，若累计降雪
量大于 35 毫米保险公司就给予理赔。

青海省以果洛州玛沁县当洛乡、下大武乡和
优云乡三个乡为试点，推行藏系羊牦牛降雪量气
象指数保险制度。该险种保费的 95%由上海援
青资金支持，牧户自交 5%，建档立卡贫困户免缴
保费，目前三个试点乡共计承保牦牛 33092 头，
藏系羊 4605只，总保额达 6756 .55万元。

果洛州玛沁县畜牧局局长冶存军说：“过去
遭雪灾后，只有牧民的牛羊死了，保险公司才赔
偿，而这项新保险制度可以让牧民在降雪期间
用保险公司赔付的钱及时进行生产自救，比如
储备点饲料、建一些暖棚来降低损失。”

青海创新农业保险

为高寒牧区牛羊投保

近年来，深圳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职称、体制五大壁垒，大力

筑巢引凤。目前，深圳人才结构正在出现“两个加速度”：杰出人才、高层

次人才增长加速度，仅 2016 年新引进全职院士、诺奖得主等杰出人才就

占过去 35 年的 80% ；留学人员引入加速度，连续 3 年增幅超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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