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因《财富》全球论坛举办引来世界关注的目光——

千年商都续写创新传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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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广州开发区广
州科学城的海格通信是
一家从事通信和导航设
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的企业。近来，公司总工
程师、研究院院长蒋晓红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越发
有信心：“随着广深科技
创新走廊的不断建设，海
格通信计划加快布局，发
挥自身的芯片技术优势，
推动芯片设计的产业集
聚。如果《规划》得以落
实，实现了广深莞三地芯
片的产业集结以及产业
共振，我们有信心在 10
年之内达到与世界最高
技术比肩的水平。”

蒋晓红口中的“规划”
是指今年 9 月 27 日广东
发布的《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规划》。据了解，广东科
技创新走廊是沿着广深高
速、广深沿江高速等交通
要道形成的创新集聚区，
规划提出将构建“一廊十
核多节点”战略布局。

处在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的心脏地带的广州市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则拥有
被列入规划的“两核三节
点”：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
科学城被列入《规划》中的

“十大核心创新平台”，广州
国际生物岛园区、黄埔·云
埔片区、黄埔临港经济区被
列入广州13个创新节点之
一，成为广东省重点布局的
创新区块。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将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的‘引力地带’，建构创新
要素集聚的强大磁场，让
走廊战略对我区产生强大
的‘路径依赖’。”广州市委
常委、黄埔区委书记、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周亚伟表示。

事实上，成为“引力地带”，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营商环境方面，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率先在全国出台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总部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4 个“黄金 10
条”，以及提升人才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两个“美
玉10条”，聚集风险投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风
投10条”，形成“金镶玉”政策体系，并成功吸引600余
家企业前来咨询洽谈合作，签约重点项目65个,总投
资额超过1500亿元。

同时，他们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率先在全省
设立行政审批局，制定出台“1+18”改革文件体系，
勾画“1234”改革路线图，全面架起项目审批的“高
速路”，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限最短缩减至30个工
作日。

优质的营商环境也吸引创新资源不断集聚。据了
解，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共集聚各类研发机构763家，
并建成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中国（广州）智能装备研究
院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21家，占全市总量的近50%。

另外，他们还通过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盘活存量物
业和低效闲置用地等方式，不断拓展和优化孵化空间。
建成72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8家创客空间，总孵化面积
425万平方米，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孵化器集群，
形成了“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
企业育成体系。

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体。据介绍，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重点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小巨人企业等
创新主体，牵头出台了相应的专项扶持政策，加大财政
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2016年新增高企511家，全
区高企累计1047家，约占全市四分之一。

京信通信集团就是广州开发区以及省市一系列创
新驱动政策的获益者。京信通信集团研究院副院长胡
应添告诉记者，在全链条孵化政策帮助下，公司经历了
从2G、3G到4G的发展历程，公司年销售收入从数千万
元增长到60多亿元，随着5G技术的演进，有望在2020
年达到100亿元。

周亚伟表示，接下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推动
全要素创新驱动发展,努力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国
际人才发展特区、新兴产业创新枢纽，成为广深科技创
新走廊的“引力地带”。

随着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
举办，美丽的羊城也引来世界关注的
目光。

在珠江南岸的环球贸易中心大厦20
楼，展厅的墙上挂着巨幅《琶洲互联网创
新集聚区规划图》，广州日新月异的变化
尽收眼底——

正前方是 2.1 平方公里的琶洲互联
网创新集聚区建设工地。阳光映照下，
林立的吊机、繁忙的工地交织成一幅生
机勃勃的建设图景。设计高度为39层的
腾讯广州总部大楼已经动工，比肩而立
的阿里巴巴、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的总部
大楼也已拔地而起。按照规划，未来这
里将崛起千亿级创新产业集群，带动效
应将达万亿级。

左前方，是广州LOGO“小蛮腰”——
600米高的“广州塔”婀娜多姿，象征着广
州开放、有冲劲的城市性格。这里俨然已
成广州的城市客厅，每年在此举办的“小
蛮腰”科技大会举世瞩目。

在右前方的几百米处，矗立着广州的
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大气稳重的广交
会展馆，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吸引着五大洲
客商前来采购“中国造”，不断续写着广州
这个千年商都的贸易传奇。

视线越过珠江，向北眺望，珠江新城
CBD的天际线让人惊叹，对标伦敦金融城
的广州国际金融城建设工地令人遐想。
这里是广州中心城区集聚高端要素的核
心区域，未来将成为华南最大的国际金融
总部集聚区。

如果将眼界再打开些就会发现，广州
城北有中国最繁忙的机场——新白云国
际机场，南有大进大出的南沙港，东有广
州开发区的科学城、知识城，成为广州
IAB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战场。

依托新兴产业实现飞跃

广州曾被人形容为“一座说不清的城
市”。但在经济日报记者眼里，广州的创
新特质是明晰的。

11 月 15 日，腾讯的最新财报显示，
微信及 We-Chat 合并月活跃账户达 9.8
亿，同比增长 15.8%；日发送的消息数
约达 380 亿条，同比增长 25%。也就是
说，在位于广州海珠区的 TIT 创意园，
这里的腾讯微信团队将9.8亿用户从世界
这头连接到那头。据介绍，4年前，微信
创始人张小龙将腾讯广州研发部团队整
体带到这里，一口气租下 6 幢由旧厂房
改造的办公楼。而不久的将来，39层的
腾讯广州总部大楼将成为腾讯移动互联
网创新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主要从
事微信平台、QQ邮箱和安全软件的研发
及相关业务。

2017 年 11 月 17 日，腾讯市值突破
4800亿美元，成为亚洲市值第一的公司。
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的眼中，

“广州是腾讯的福地，微信诞生在广州，整
个微信团队和微信拓展各个行业相关的团
队都在这里，广州在发展‘互联网+’方
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马化腾说。

今年9月18日，广州市政府与腾讯公
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推动
广州市“互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微信
的布局只是创新巨头抢占风口的一个缩
影。12月6日，就在2017年广州《财富》全

球论坛开幕的当天，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与
广州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备受瞩目
的阿里云工业互联网总部在该区落户。阿
里云将依托该区大型骨干企业和工业产业

集群，以ET工业大脑与制造业融合，打造
一批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并向全国推广。

在 2016 年底通过的规划中，广州市
政府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市”。依托枢纽型网
络城市基础布局，广州瞄准的是面向未来
的新型产业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打造“未来产业新型舰队”，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量级飞跃”。

着力打造国际科创枢纽

世界科技巨头也从广州的雄心中嗅
到了商机。10月13日，坐落在番禺区新
造镇的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举
行揭牌仪式。根据协议，思科将与广州市
政府共建中国首个以智能制造云产业为
核心、年产值规模超千亿元、全球领先的
智慧城。

为什么选择广州？“广州是中国的一
个主要城市，也是中国先进制造和电子信
息产业的战略中心。”思科首席执政官罗
卓克说，“广州国际化程度高、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政务服务效率高，发展优势明
显、吸引力大。一大批跨国公司和创新企
业正加速向广州集聚，思科将携手广州整
合资源，构建开放式的产业生态系统，吸
引更多关联配套企业到广州落户，共同建
设国际合作的榜样和示范”。

继 GE、百济神州等一批世界知名生
物医药企业之后，又一世界级顶尖生物
科学合作项目落户广州。8 月 16 日，世
界顶尖医学研究机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与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全面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联合打造冷泉港（广州）研究
院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共同设立 100
亿元的冷泉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基
金。据了解，该基金公司 12 月 7 日在广
州开发区成立并揭牌。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被誉为世界生命
科学圣地、分子生物学摇篮，曾产生过 8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十
大研究学院中名列榜首。按照双方合作
协议，冷泉港引入科学团队，与中科院广
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开展合作，重点
研究癌症、神经生物学、植物遗传学、基因
组学等前沿领域科学。这些大项目的入
驻将有利于推动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技
术、研究成果、人才及资本加速向广州
集聚。

今日之广州，正在由贸易枢纽发展
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创新创业
吸引力大幅提升。在世界权威城市排名
机构GaWc发布的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
排名中，广州首次跻身世界一线城市行
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
合发布的《机遇之城 2017》，广州连续两
年位居榜首；海归回国就业意向城市排
名，广州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广
州市外国专家局的最新数据则显示，截
至 2017 年 7 月，共有 67 万多名海外留学
生选择在广州就业创业。现在广州平均
每天就有386家新注册企业诞生，其中大
约有5家是外资企业。

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磁场效应”的背
后，是广州大手笔整合优化城市创新空间
和产业布局的努力。广州科创委主任王桂
林表示，近两年来，我们主要抓两个方面的
规划，一是空间规划，二是产业规划。空间
规划上看，首先要有空间载体，从中新知识
城，再到科学城、大学城，一直到南沙自贸
区，形成了一条科技创新走廊，这条科技创
新走廊正好对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以及粤
港澳大湾区；在产业规划上，主要是围绕
IAB 战略和 NEM，也就是新一代信息产
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材料、新能源，
以此布局广州的科技创新。

千年商都，正在续写创新传奇。

来到广州，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
字：快。广州经济发展之快令人惊叹。
不过，在这里至少有一个地方是慢的，
那就是茶楼。

谈及广东的传统饮食文化，早茶是其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广东话中，饮早茶
也称为“叹茶”，“叹”是享受的意思，“叹一
盅两件”指的便是享受一盅香茶、两件点
心。饮早茶是广东人的重要习俗，每逢假
日，广东人常常扶老携幼，或约上三五好
友，齐聚茶楼“叹早茶”，享受愉快的闲暇
时光。

广东早茶的起源要追溯到咸丰同治
年间。“二厘馆”是广州茶楼的前身。所谓

“二厘馆”是街边支摊的茶铺，茶资二厘，
当时一个角洋合七十二厘。“二厘馆”门口
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设备简陋，
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供应茶水糕点，
供路人歇脚谈话。后来出现了“茶居”，如
五柳居、永安居、永乐居等，“居”的意思是
隐者遁居之所，有闲者可以来这里消磨时

间。五口通商后，广州成为南方的通商口
岸，原来中国四大镇之一的佛山逐渐衰
落，资金转移到广州。佛山七里堡乡人来
广州经营茶楼，遂有金华、利南、其昌、祥
珍四大茶楼之兴。佛山七里堡乡人经营茶
楼的手法，是先购地后建楼，茶楼占地宽
广，楼高三层，此后，广府人始有茶楼可
上，一盅两件可叹。

饮早茶文化逐渐流行，从路边摊发展
到茶居、茶楼，进而演变成今天的各大酒
家。说起广东早茶，不得不提“广州三大园
林酒家”——南园、北园、泮溪酒家。尽管
早茶粤菜的餐厅新秀层出不穷，但气派园
林有着经过历史沉淀的气韵。走进泮溪酒
家，山水园林环境十分优美，操着广东话
的食客们边饮茶边聊天边赏花，度过一个
个惬意的上午。

一般而言，喝早茶时间是9点至11
点，也有些酒楼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都
供应早茶。既然名为“早茶”，茶水自然是
广东早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茶的茶

水以红茶为主，也有安化黑茶、普洱茶、铁
观音等。茶色深，味苦涩，虽在视觉和味觉
上不如绿茶，却与广东早茶中味道浓郁的
茶点形成绝佳搭配。茶点也愈发精致多
样，虾饺、烧卖、叉烧包、蛋挞、马蹄糕、糯
米鸡、金钱肚……茶楼里常有上百种茶
点，供客人随意选择。

随着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早茶
这种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
来越成为广东人休闲生活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
古以来贸易兴盛、经济发达密不可
分。茶楼除了宴请饮食的功能之外，
还是许多生意人交流信息的地方。在
广东，早茶时分可以谈生意，也可以
会朋聚友、谈天说地。生意人把茶楼
当作商谈重地，普通人则在此舒缓压
力，偷得浮生半日闲。“为名忙，为利
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这就是广
式早茶文化的精妙之处。

（文/周明阳）

广 府 茶 楼“ 叹 早 茶 ”

广州老字号一条街招牌。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广州开发区科学广场。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