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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郭哲涵 李远强 赵勇）

继燃油车、 电动

车之后，氢能源车正逐渐走进我们的生

活。 近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正

式发布《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

氢能产业发展办法》

（以下简称“氢能

10

条 ”）

，从投资落户、研发机构认定等方

面对氢能产业予全方面扶持， 其中，对

新落户的氢能重大项目按固定资产投

资最高给予1亿元奖励。

加氢站建设最高补贴600万

“氢能十条”从投资落户、研发机构

认定、行业协会、产业园、加氢站建设运

营、资金配套、贷款贴息、风险投资等方

面对氢能产业予以全方面扶持，在关键

环节上精准出拳，率先全国实现全产业

链扶持，综合扶持力度全国最大。

以氢燃料电池汽车为代表的氢能

应用示范是打开市场大门、推动产业成

熟的重要路径。“氢能10条”对加氢站的

建设和运营给予双重补贴：在该区已有

“绿色10条” 对氢能应用示范项目给予

最高100万元扶持的基础上， 针对加氢

站的建设运营专门设置了扶持政策，将

根据建成时间和日加氢能力， 分时段、

分档次给予加氢站建设最高600万元补

贴； 对加氢站运营给予最高20元/kg的

氢气加注运营补贴。

针对氢能产业整体处于起步和发

展阶段，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企业

规模小、 融资不易等现状，“氢能10条”

对新落户的氢能重大项目按固定资产

投资最高给予1亿元奖励； 对氢能企业

或机构通过商业银行或融资担保的方

式获得的用于生产或研发的银行贷款，

每年每家企业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补

贴，补贴期3年；对首次获得风险投资机

构投资的种子期、 初创期的氢能企业，

每家企业最高奖励500万元。

为了推动突破氢能“卡脖子”技术，

“氢能10条”对经国家、省认定的氢能研

发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分别给予1000

万元、500万元的奖励。

氢燃料电池公交将示范运营

从氢能终端应用的角度来说，交通

及工程物流是两大主要需求领域。 去

年，2018年黄埔马拉松期间， 由该区雄

川氢能提供的全市首批氢燃料电池物

流车首次亮相。 目前，这批车辆驾驶里

程已累计超过20万公里。 据悉，该区正

推进“氢能+5G+4K”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示范运营， 市民有望今年底在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内亲身体验氢燃料电池公

交车示范线路。

9月9日，记者近距离地接触了这种

“氢能+5G+4K”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它

搭载的是60千瓦的发动机系统。 与普通

公交车不同的是，普通公交车在路上行

驶时排出的是尾气，而这种氢燃料电池

公交车排出来的水。 只见工作人员伸手

接下排出来的水往自己脸上抹，他表示

排出的这种水是很干净的，可以洗手洗

脸等。 而且，据介绍，这种氢燃料的公交

车只要6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能量，每

充满一次可以跑500多公里。

目前，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已建成

西区东晖加氢站、 知识城新南加氢站，

科学城萝平路等加氢站项目正在推进。

该区力争到2020年底建设5座加氢站，

形成覆盖北、中、南的全区网络，为燃料

电池汽车运营搭起坚实的氢气保障网

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文涛 通讯员 粤

纪宣）

中秋、国庆节将至，为加强警示教

育，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南粤清风

网昨日通报了广东省近期查处的5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通报如

下：

一、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朱伟新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2013年至2018

年， 朱伟新先后7次组织该院领导和教职

工进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公款吃喝，产生

费用共计1.4万余元， 均在单位接待费中

报销。 朱伟新因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9年8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二、 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质量安全室安监员刘永杰违规接受宴

请和收受“红包”礼金问题。

2018年中秋

节前至2019年5月，刘永杰在对所监管工

地进行日常安全检查时， 多次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宴请， 并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红包”礼金共计2500元。 2019

年8月， 刘永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款被收缴。

三、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环境保

护局原出纳陈丽霞私车公养问题。

2013

年至2018年， 陈丽霞利用保管单位公务

用车加油卡的便利， 为其摩托车及亲友

的小汽车加油200余次， 共计2万余元。

2019年3月， 陈丽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降级处分。 违纪款被收缴。

四、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壆岗社

区党委书记、 工作站站长陈展翀违规操

办婚庆问题。

2018年9月7日，陈展

翀

向组

织申报为其子举办婚宴，申报席数20席、

参加人数200人。 2018年9月30日陈展

翀

实际操办婚宴时，共摆41席、参加人员约

400人， 与申报席数和人数严重不符，也

明显超过当地规定席数和人数的上限，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019年7月，陈

展

翀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五、 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香园村委

会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2014年至2018

年， 香园村委会在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情况下， 违规决策

以培训会议、节假日值班、电话费补贴等

名目，向村“两委”干部发放津补贴合计

9.93万元。 其中，村委会主任马铁夫领取

1.99万元，原党支部书记马日初领取1.41

万元，党支部委员马伯来领取1.93万元。

马铁夫等3人因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8年12月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违纪款被收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文涛 通

讯员 穗纪宣 ）

南粤清风网昨日

发布消息，日前，经省委批准，省

纪委监委对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党组书记、 院长邓夏思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经查，邓夏思理想信念丧失，

宗旨意识淡漠， 对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置若罔闻， 长期违规收受礼

金； 纪律意识缺失， 违规过问案

件；私欲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

受巨额财物。

邓夏思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

律、 工作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

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

以后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

重， 影响恶劣， 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

邓夏思开除党籍处分； 由省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

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

涉财物随案移送。

邓夏思，男，汉族，1961年11

月出生，广东大埔人，在职本科学

历，1979年12月参加工作，1987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汕头市

濠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汕头市商

务局局长，2016年2月任潮州市中

院党组书记、 院长，2019年5月被

免去潮州市中院党组书记职务，6

月辞去潮州市中院院长职务。

1953年10月27日，新建成的鞍山钢

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

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来了。 这标志

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

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 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现代工业在

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

26.6%， 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只有35.5%。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

1953-1957

）

就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

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涉

及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重

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电力

等方面。 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 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

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

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

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 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

业劳动者的积极性。 在新中国工业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制

造出来： 1954 年 7 月， “初教 5” 飞机

试飞成功，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由修

理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 1956 年 7 月，

载重量为 4 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

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

术； 1956 年 9 月， 国产 Ｂ2-34 中型坦

克发动机问世， 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

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

大都超额完成。 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

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工业生

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

局面得到初步改变。

据新华社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发布“氢能10条”，新落户的氢能重大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奖励

氢燃料电池公交年底将示范运营

广东通报5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潮州中院原院长

邓夏思被双开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昨日，广州黄埔区一家企业向媒体

介绍其生产的氢能源公交车。

氢能源公交车排放的是水，没

有尾气。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