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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发展不能错失创新，错失创新必将错失未来。”2016 年 11 月
18日，由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市科技创新委、市投资推广署主办的大梧
桐新兴产业带推介会在深圳举办。在深圳加快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新征程上，罗湖区明确提
出，紧紧把握“东进战略”重大战略机遇，全面推进罗湖振兴发展，加
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先锋城区战略目标；突出创新开路，全面提
升罗湖创新能级，争当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先锋。

抢抓机遇拓展空间，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2010年开始，罗湖区布局与推动辖区互联网、电子商务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软性产业发展，基本形成产业生态，建成深圳首个互联网产业
园，成效明显。截止到2015年底，互联网、电商企业数从755家增长到
10495 家，电商交易额达 2500 亿元，环比递增超过 40%；培育了一达
通、协同通信、今天国际、佐卡伊等一批龙头企业，引进了软通动力华
南总部，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2015年，罗湖在全市开展城市更新改革试点，为实现创新发展打开
了空间。5 年来累计列入更新计划项目 62 个，80%为产业空间，为城区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目前，罗湖正强力
推进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在彻底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改善片区人居
环境的同时，为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提供大体量的人才安居住房。强
化产业规划与布局，主动融入深圳创新发展大格局，融入深圳“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

以创新赢得未来，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应时而生

正是在这种历史使命下，罗湖区规划推动了“大梧桐新兴产业带”
建设，聚集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壮大新兴产业，以创新引领城区

转型、产业升级，以创新赢得区域竞争和未来发展的主动。
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总面积 57.6 平方公里，建成区 12 平方公里。产

业带现有已出让产业用地 235 万平方米，其中工业用地 155 万平方米、
仓储用地 35 万平方米、商业服务业 45 万平方米。用地最为密集的区域
主要包括三个：清水河 108 万平方米、东晓布心 37.3 万平方米、莲塘
36.7 万平方米。产业带可挖潜政府储备与整备用地 154 万平方米，其中
近期可释 30 万平方米，重点用于打造总部企业基地与建设创新型产业
用房。

数据表明，罗湖区老工业区、老仓储区、老商业区，依托城市更
新，将蜕变为中心城区内产业用地、用房最为集中、潜力最大的区域，
将彻底改变罗湖没地、没空间现状。

布局“一校三谷”多园区，构建“四新经济”产业体系

通过建设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全新的空间打造、全新产业定位与布
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彻底改变产业发展格局。产
业带产业定位坚持与深圳产业布局相结合，与罗湖实际、空间现状和产
业基础相结合，坚持前沿高端、差异化发展。产业核心定位是发展基于
产业基础及延伸，重点发展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可穿戴设
备与智能装备产业；基于前沿高端布局，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生命健康
产业；基于区域特色与重点突破，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六大产业，
构建辖区信息经济、生命经济、智造经济与创意经济等“四新经济”引
领的新兴产业体系。

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将形成呼应互动的产业功能组团，银湖成为创
新策源引领区，重点布局科研院所、创新载体；“天谷+智谷”成为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核心区，重点引进新兴产业总部企业，前沿布局卫星
应用、无人机、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
地、卫星应用产业基地与生命健康产业基地和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智
慧城市、智能硬件、数字感知、金融科技、视效创意、工业 4.0 等细分
产业，打造信息技术总部基地、智慧城市产业基地、信息与智能技术
融合发展示范区；“创谷”成为创新创业孵化区；大望梧桐山成为协同
创新发展区。

首推10个重点产业化项目，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

依托产业定位与布局，产业带将推动一批产业基地建设，形成产业
基地、产业园区、孵化器、创客空间等多元化、梯次化并衔接有序的空
间布局，快速形成创客团队、初创企业、成长企业、龙头企业梯次聚集
效应。

首批推出罗湖国际科技创新广场、澳康达战略性新兴企业总部孵化
基地、深业跨境电商产学研基地、天谷科技创新中心、中设智慧城市产
业园、信息技术总部基地 （农商智谷）、IBC总部大楼、金威基地、布心
智创基地、互联网产业园等十大重点产业化项目。

通过土地整备与挖潜，在天谷清水河片区、智谷围岭山片区等老工

业区、老仓储区、老商业区实施更新计划，统筹建设，引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规模企业、总部企业、上市企业、拟上市企业，打造区域总部经济
引领区；引进新型研究机构、创新载体、公共服务平台与创新型企业，
打造天谷科技创新中心；引进信息技术、智慧城市等领域企业，打造智
慧城市产业链，形成智慧城市产业集群；引进信息技术区域总部企业，
打造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经济示范园区；推动金融、信息技术与智
能制造相融合，引进相关企业，打造“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利用大
空间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硬件等领域新兴企业、区域
总部企业，打造信息与智能技术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引进互联网研发、
应用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利用莲塘口岸优势，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
务，打造四创联动示范园区。对于符合用地要求的总部企业，可在统筹
的基础上按政策考虑总部企业用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企业孵化
基地。

健全产业生态链体系，打造深圳东部高新区

罗湖正在全面修订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全面支撑新兴产业发展与产
业带建设，围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
支撑能力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支持产业带发展。强化政策支持力度，提
升政策在“保存量、促增量”等方面作用；集中资源，突出重点，提升
政策执行效率；理顺政策体系，突出重点企业、成长企业、初创企业支
持；突出与市场机制结合，发挥区引导基金作用。同时，结合罗湖棚户
区改造，打造大体量人才用房，优化人才政策，坚持产业发展、人才优
先策略，支撑辖区产业快速发展。

完善创新链，产业带将重点培育与引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新型研
究机构、创新载体、公共技术与成果转化平台、产业商协会与产业联
盟，全面提升创新能级，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究机构、创新载
体、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数量倍增。

健全资金链，产业带将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作用，推动“产业+基金”“园区+基金”“创客空间+天使”模式，
更广泛地探索政府资金与股权投资、风险补偿等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
资本市场对产业带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

优化人才链，产业带将重点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引进
“千人计划”“孔雀计划”团队。实施人才“菁英计划”，引进专业人才、
技能人才、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开辟人才服务“绿色通道”，为高层
次人才提供住房安居、健康医疗、子女入学等一站式、精细化服务。结
合产业带棚屋区改造，重点建设一批人才用房，打造“专家楼”、“博士
楼”、人才公寓。

随着大梧桐产业带的建设的推进，罗湖区将积极承接政策东进、创
新东进、产业东进、人才资金等要素东进，面向海内外集聚更多的优质
创新资源，举全区之力，建设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加快打造成为一流的
深圳东部高新区，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作出
更大的贡献。

智启东进新城脊 引领罗湖新未来
——深圳市罗湖区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推介会在深圳举办

·广告

罗湖区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推介暨重点项目签约现场罗湖区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推介暨重点项目签约现场

11月18日，深交所联合港交所、中国
结算在深圳召开的“深港通”内地路演推
介会正式启动。“深港通”有哪些新进展和
新动向？开通后，会给内地、香港带来哪
些利好？

最快于本月末或12月初开通

“深港通”正式开闸的脚步越来越
近。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深港通”目前已准备就绪，开
通只待决策层的“枪响”。据市场推测，

“深港通”最快将于 11 月末或 12 月初
开通。

在李小加看来，目前市场考虑“深港
通”开通时间有四个主要维度：一是希望
在“周一”开通；二是希望宣布开通后，市
场能有一周至两周的时间做好准备；三是
希望该“周一”不要有太大的其他资本市
场活动，比如香港市场指数检讨带来的变
动（剔除或增添指数成份股）；四是希望推
出时间不要过于接近圣诞节等。

在推介会上，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介
绍了近期“深港通”的准备进程。他表示，
8 月 16 日国务院批准《深港通实施方案》
以来，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大力支持下，
深交所与港交所、中国结算一道，扎实有
序推进技术开发、业务制定、市场动员等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基本就绪。10月下
旬，两所一司联合开展了全球路演，奔赴
北美、欧洲等主要金融中心城市，举办各
类路演活动 50 余场，得到了境外投资者
的积极响应。国际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
经济前景，看好“深港通”机制带来的投资
机遇，热切期待“深港通”早日开通。

“现在，‘深港通’已进入倒计时。内
地路演启动，首站就在深圳。”王建军说。

连接两地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

据了解，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工

作一直在积极稳步推进。本世纪以来，
监 管 部 门 先 后 推 出 QFII、 QDII、 RQ-
FII、RQDII 及内地与香港市场基金互认
等双向开放项目，2014年11月份推出的

“沪港通”开启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工作
和境内境外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模式。“深
港通”是继“沪港通”之后，我国资本
市场加快双向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

在王建军看来，“深港通”是连接深
港两地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桥的这
边，深股通标的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标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较好，表现出较
强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2016 年三季报
显示，标的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4%，净利润增幅达 16.1%。同期，沪
深所有 A 股上市公司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3.2%和 1.7%；二是行业分布充分体现深
交所新兴行业集中的特色，与沪股通标
的形成互补。标的中信息技术、医药健
康和消费升级等新兴行业市值权重占比
近六成，涵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共 881 只股票。桥的那边，在现行“沪
港通”的基础上，港股通股票范围新增
了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中市值 50 亿元港
币 及 以 上 的 成 份 股 ， 以 及 深 市 A + H

股，也为境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资产配
置选择。

“随着‘深港通’开通，内地与香港
资本市场的合作将产生深远影响。一是

‘深港通’不再设总额限制。这充分体现
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自信；二是

‘深港通’开辟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新渠
道。通过股权和金融产品，国内市场以
更加便利的渠道吸引更多境外长期投资
者，将有助于改善内地资本市场投资者
结构，促进价值投资理念和长期投资市
场格局的形成；三是‘深港通’增加了
境外人民币保值增值的新渠道，给境外
人民币投资国内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机
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强有力的支
持；四是‘深港通’将在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更深程度加强内地与香港合
作，对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巩固和
加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起到重要作
用。”王建军说。

中国结算董事长周明介绍说，“深港
通”开通意味着内地市场对外开放的格局
已覆盖到多层次股权市场的各主要部分，
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下一步还将包
括 ETF 基金。目前沪、深市场股票近
3000 只 ，“ 深 港 通 ”开 通 后 ，两 市 有 近
1500 只股票可供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投
资，只数占比约50%，市值占比约70%。

内地路演推介会启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深港通”开闸只待发令枪响
本报记者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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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8 日讯 记者温济
聪报道：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今
天表示，近日，中国证监会成功查处一起
利用“沪港通”交易机制跨境实施操纵市
场的典型案件。此案是 2014 年 11 月份

“沪港通”开通两年来查处的首例跨境操
纵市场案件。

证监会近期调查发现，唐某博等人涉
嫌操纵“沪股通”标的股票“小商品城”，非
法获利 4000 余万元。本案调查期间，证
监会根据其他线索，同步查实了唐某博等
人涉嫌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操纵其他
5 只内地股票，非法获利近 2.5 亿元的另

一起操纵案件。
据介绍，此次唐某博等人利用在香港

和内地开立的证券账户，内外配合，通过制
造人为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误导其他投
资者参与交易，实施跨境操纵；两起案件非
法获利近3亿元，其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秩
序、严重损害其他投资人利益，市场危害巨
大，影响十分恶劣，依法应予严肃查处。

张晓军表示，证监会对操纵市场等各
类违法行为始终保持严厉打击态势，对任
何企图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不论行
为人何种身份、隐身何处，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

首例“沪港通”跨境操纵案被查处

本报上海 11 月 18 日电 记者崔文苑报道：今天，
中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在12366上海（国际）纳税服务
中心开通。在热线开通的同时，中心内的互动体验式
税收主题馆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对税收服务和
税收文化的交互展示，全力打造国际交流合作载体、纳
税服务体验基地。

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
由贸易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纳税服务提出了现
代化的新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开通中
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和加快12366上海（国际）纳税服
务中心的建设，有助于更好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等国家战略，对于完善纳税服务体系、增强我国税
收话语权、加快推进税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以中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为主营业务的
12366 上海（国际）纳税服务中心，是国家税务总局建
设的国家级纳税服务平台，其功能定位聚焦国际化，主
要承担深入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创新纳
税服务品牌、促进文化宣传体验四项重要职能。中心
将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国际税收政策
咨询服务，拓展国际税收风险提示服务，逐步为跨境纳
税人提供“能问、能查、能看、能听、能约、能办”的“六
能”型服务。

中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开通

本报讯 记者江帆报道：当地时间 11 月 16 日上
午 （北京时间 11 月 17 日），中国人寿纽约代表处在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举行了开业仪式。这是继 11
月 11 日伦敦代表处设立后，中国人寿在全球另一重
要金融中心纽约设立的首家办事机构，也是中国人寿
海外布局的又一突破。

据悉，中国人寿近年来稳步加快海外投资步伐，
目前在美国投资已达 30 亿美元，涉及资产规模超过
1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略入股全美最大的未上市私
募公司德太投资集团 （TPG）、优步 （Uber） 全球
等。在不动产方面，投资了波士顿核心商务区城市综
合体、美国核心物流资产包、纽约曼哈顿核心区域综
合体、曼哈顿地标建筑美国大道 1285 写字楼等项
目，并于今年 10 月份作为领投人和最大持股比例投
资人，与全球顶级私募地产投资管理机构喜达屋资本
集团 （Starwood Capital Group） 签署协议，投
资美国优质精选型酒店资产包项目。

中国人寿驻纽约代表处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