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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从广东省经信委获悉：广东
省将在广州、肇庆、汕头、佛山市南海区、珠海高新
区、兴宁市 6 个省级小微“双创”城市试点中小微企
业服务券。国家级小微“双创”城市示范江门市以自
筹资金的形式同步开展试点。

中小微企业服务券是中小微企业用于购买国
家、省和试点市、县 （区）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和国家、省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服务的财政补助凭证。
持服务券的企业事前申请登记备案，使用过程进行
记录，事后将获得补助。中小微企业在一年内申请
领取服务券总额度可达 2 万元。此外，每个服务合
同可使用服务券的金额按不超过合同 （发票） 金额
的 50%核定补贴。

根据广东 《关于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券试点工作
的通知》，4 月 10 日前各试点地区制定服务券试点方
案，6月 30日前完成服务券的发放。

广东试点中小微企业服务券
按不超过合同金额50%补贴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近日，福建省政府印发
了 《2017 年投资工程包实施方案》，明确 2017 年实
施 29个工程包、年度计划投资 972亿元。

《方案》 提出，今年继续推进已实施的 15 个工程
包,全年完成投资 663 亿元。同时列出了今年要提升
拓展的 5 个工程包,全年完成投资 170 亿元。这 5 个工
程包分别为污水处理和供水投资 70 亿元、生活垃圾
处理投资 25 亿元、建筑产业现代化投资 35 亿元、全
域旅游重大项目与基础设施投资 20 亿元、数字经济
重大项目投资 20亿元。

《方案》 新增实施 9个工程包、全年完成投资 139
亿元，主要投向幼儿园建设投资 10 亿元、农村公路
建设与改造投资 25 亿元、排水防涝投资 38 亿元、渔
港建设及产业融合工程包投资 8 亿元、高标准农田建
设投资 20 亿元、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投资 20 亿
元等。

福建推进工程包投资计划
年计划投资972亿元

随着新一轮长江经济带规划、长三角
城市群规划等诸多国家战略向纵深推进，
长三角区域发展正迈入一体化协调发展
的新阶段。

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之一，长三角
地区再次显示出其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极
的巨大带动效应。2016 年，以上海为中
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苏州、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等核心城市在内的长
三角经济圈，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
局，区域经济总量、经济增速、产业增加值
等主要指标均保持在全国前列。

长三角扩容带来新景象

2016 年 6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式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
确将安徽合肥城市群纳入新版规划图，长
三角城市群范围也从原来的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一市两省”扩展到目前的“一
市三省”，由沪苏浙皖四地 26 个城市组成
的新长三角城市群阵列正式亮相。

“《规划》首次将安徽纳入长三角区域
范围，对以上海为核心的三省一市，如何
通过在更广地域范围内融合互动，联手将
长三角城市群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提出了新的要求。”江苏长
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南通大学党委书记
成长春说。

数据显示，新规划的长三角地区土地
面积 21.2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2%，
常住人口 1.51 亿人，占全国的 11.0%，经
济总量 13.53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20%。
目前，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
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的区域之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
区经济所研究员贾若祥表示，城市群已成
为支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的核心区
和增长极，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
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正因为
此，长三角城市群瞄向了“在 2030年建成
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

下一步，长三角城市群将携手打造改
革新高地，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主创新示范区等成熟的改革经验，在政府
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先行先
试，推进金融、土地、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
一体化建设，开展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
服务和社会事业合作。

一体化步伐继续加快

就职于浦东某金融机构的王女士，上
午 10 点赶到浙江嘉兴的基金小镇开会，
午饭后又到苏州新区见客户，晚上又赶回
上海吃晚饭⋯⋯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每
天在长三角城市之间穿梭已不是难事。

作为中国高铁版图上最密集的地区，
一体化的长三角交通串联起同城化的工
作空间，也编织起很多奇妙的“双城生
活”。目前，长三角已设立交通、能源、环
保、信用、社保、产业、食品安全等 12 个重
点合作专题，并取得显著进展。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推进长三角地区

产业协作，是加快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一
环。沪苏浙皖四地虽发展禀赋各异，但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上海科技教育发达、科技
创新能力强，浙江市场活力强、商业模式创
新走在前列，江苏实体经济基础好、制造业
发达，安徽腹地广阔，后发优势明显。

去年 9 月，来自浙江的阿里巴巴与江
苏的徐工集团联合打造的“徐工工业云”正
式上线，双方在中间件平台上协同建设共
享用户、算法、交易、评价、物流等，实现模
块化开发管理，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群体都
可以通过开放的APP与徐工和阿里对接。

不仅仅是“徐工工业云”，上海高校协
同创新研究院与苏钢集团等共建的“物流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上海与芜湖共建的

“上海技术交易所——芜湖协同创新中
心”等正在长三角地区不断涌现。

成长春表示，交通一体化促进了人
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目前，

长三角已大致完成要素一体化发展阶段，
基本形成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
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一体化发展正步
入制度一体化新阶段。

专家表示，未来长三角地区产业协作
既要顺应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也要对国
家区域战略形成良好的支撑，在深化制度
合作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产业协作在更高
层次和更深水平上发展。

区域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去年以来，长三角地区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
力，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经
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更
加凸显，区域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稳定
全国经济大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016 年，江苏以 7.6 万亿元的经济总
量和 7.8%的增速，实现了地区经济的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浙江在保持了 7.5%中
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质量、效
益日趋向好；安徽经济增长实现了 8.7%
的较高增速，并提出了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贾若祥表示，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
地区凭借创新意识和人才优势，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转型，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
业、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表现突出，有力
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

“发展是第一要务，质量、效益、结构
是上海经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上海经济
发展的水平，应当首先体现在质量和效益
上、首先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的结构优化
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上海将以自
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项国家战略
为主线不断深化推进，努力当好全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力创新、
聚焦富民，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共
识。在创新战略驱动下，长三角地区转型
升级步伐有望继续加快，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经济发展将实
现更有质量的增长。

促进产业协作在更高层次和更深水平上——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伟人故里中山市伟人故里中山市，，伫立于珠江西岸伫立于珠江西岸，，脉动脉动

珠三角腹心珠三角腹心。。历历 3030 多年发展多年发展，，中山逐渐探索走中山逐渐探索走

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正成正成

为居住者自豪为居住者自豪、、旅游者羡慕旅游者羡慕、、投资者向往的一投资者向往的一

方热土方热土。。

作为每年一度的城市品牌活动作为每年一度的城市品牌活动，，““33··2828””

洽谈会已经成为中山对外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才洽谈会已经成为中山对外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才

合作的重要纽带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国内外企业进入华南地也是国内外企业进入华南地

区区、、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的重要平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的重要平台。。本届洽本届洽

谈会以“创新引领、智汇中山”为主题，以建设充

满创新活力的和美宜居城市为目标，以贯彻落实建

设“世界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珠江西岸区域性

综合交通枢纽、区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珠三角宜

居精品城市”四个定位为抓手，向海内外广泛推介

中山在区位、交通、产业、创新、创业、宜居方面

的优越环境和比较优势，开展产业和人才对接交流

活动，构筑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新平台。

高精尖项目优化产业结构

得益于不断完善的发展环境，以及近年来实施

的靶向招商、产业链招商等系列举措，今年中山招

商引资形势继续红火。本届洽谈会共达成可签约项

目 158 个，合同 （协议） 投资总额达 367 亿美元

（折合 2202.4 亿元人民币）。拟安排上台签约项

目 60 个，其中，招商类项目 44 个，人才类项目

16个。

从投资规模看，内外资大项目蜂拥而至。

其中，超 100 亿元人民币的内资项目有 6 个，投

资金额超 3000 万美元的外商投资项目有 4 个。

比如，盈富环球投资的生态农业项目投资额达 3

亿美元，为本届洽谈会投资最大的外商投资签约项

目；瑞科新能源项目投资额达 5.6 亿元人民币，是

优质外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比亚迪项目计划在中

山打造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基地，为区域优

势产业高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从投资结构看，一批人工智能、健康医药、新

能源、电子信息等产业化程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高

精尖项目正持续优化着中山的产业结构。如哈工大

机器人集团在翠亨新区投资建设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华南总部，小霸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手国际芯片

巨头在三角镇投资建设高端 VR 游戏项目，以及明

峰高端医学影像设备华南总部项目、电传感全

自动免疫检测项目、中科院荧光检查技术项目

等，都体现了中山吸引创新要素聚集、以创新

带动新型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广阔前景。

“特色小镇”闪亮登场

去年以来，中山全力推动全市专业镇向特色小

镇发展。目前，以灯饰产业为特色的古镇镇已成功

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榜单。今年 1 月，中山按

照“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

美、兼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标准，确定了首批 18

个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它们将在本届洽谈会上

闪亮登场。一方面，在展示区中，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介绍特色小镇的投资环境，包括小榄 （菊城智谷

小镇）、大涌 （中国红木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南朗

（翠亨旅游小镇）、古镇 （灯饰特色小镇） 等，展示

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的重点产业集群。另

一方面一方面，，东升镇的东升镇的““棒球小镇棒球小镇””PPPPPP 项目项目、、大涌大涌

镇的卓旗山休闲养生度假区项目以及五桂山的悦镇的卓旗山休闲养生度假区项目以及五桂山的悦

来南桥河谷项目特色项目将上台签约来南桥河谷项目特色项目将上台签约。。

智汇中山智汇中山 产才融合产才融合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20172017 年年““中中

山人才节山人才节””旨在打造一个聚人才旨在打造一个聚人才、、强活力强活力、、促创促创

新的人才盛会新的人才盛会。。大会以大会以““高精尖缺高精尖缺””为导向为导向，，举举

办科技成果转化暨深中协同创新对接会、海外英才

技术项目合作交流会、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项目洽谈

会，对接中山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灯

饰光源、文化创意等重点发展产业，重点引进高端

人才、团队和项目落户中山。举办院士专家中山

行暨项目对接洽谈会，千人计划专家、创业导师

暨两岸四地博士中山行等活动，邀请全国知名研

究 专 家 、 创 新 创 业 成 功 人 才 代 表 进 企 业 交 流 对

接，现场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发挥企业在招才引智中的主体作

用，促进人才群与产业链有效对接，帮助企业创

新发展。举办“智汇中山”人才洽谈交流会、青

年人才创业大赛等活动，重点吸引中山紧缺的高

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来中山参会对接，助力

产业转型升级。创 新 引 领 智 汇 中 山
·广告

中山港集装箱码头中山港集装箱码头

中山以建设珠江西岸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契机抢占产业和人才高地中山以建设珠江西岸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契机抢占产业和人才高地。。图为正在建设的图为正在建设的
深中通道示意图深中通道示意图。。

中山致力打造中山致力打造““世界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世界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图图
为明阳风电产业集团风机生产车间为明阳风电产业集团风机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