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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释放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香港美食博览首推餐具借用服务

百名台籍乘务员入职厦航

据新华社香港电 第二十九届美食博览在港开
幕，展示世界各地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市民进场参
观。主办方首次推出餐具借用服务，宣扬环保理念。

为期5天的美食博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
汇聚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560多个参展商。展会
分为3个部分，包括展示顶级佳肴的“尊贵美食区”，
以及分别面向公众和业界的“公众馆”和“贸易馆”。

为了提高市民的购买意愿，参展商除了推出
折扣优惠和发放赠品外，还设置互动游戏、安排卡
通人物与市民合影等，大大增添娱乐性。不少摊
位出售现场烹调的美食，引来大批捧场客。为了
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今年主办方与两家机构
合作，推出环保餐具借用服务。入场人士只需交
付 20 港元押金，便可借用一套餐具。市民们对这
项新措施赞不绝口，认为可以减少浪费，加强公众
的环保意识。另外，主办方继续携手慈善团体，在
现场回收可食用的包装食品和厨余，并鼓励参展
商在展览结束后将剩余食品捐赠给有需要人士，
以免造成浪费。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试营运顺利完成

港铁公司日前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试营运
工作顺利完成，高铁西九龙站将于9月1日和2日首
次举行开放日，供市民参观。开放日入场券将于8
月 25 日上午 9 时起在香港多处地点向市民免费派
发。图为高铁服务人员。 （新华社发）

今年 3 月份，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率先推行在前海工作的港澳居
民可免办《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社保、境外
高端人才个税补贴取消就业证的前置查
验；9 月份，广深港高铁通车在即，深圳到
香港仅需14分钟；今年底，莲塘口岸计划
开通使用，深圳罗湖区正积极推动口岸经
济带建设……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
和创新的城市，深圳正全面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在这里，从推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到探索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正从一张蓝图变成一项项落地的
现实举措。

开放融合 打通发展壁垒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经过多年发展，在政策创新、能力创新、产
业创新、开放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为全国
探索了很多经验。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开
放发展中将更好地发挥好作用，通过与香

港、澳门深度合作，与湾区其他城市形成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产业和城市功能
分工，将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
供支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郭万达指出。

近年来，深圳通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
业与未来产业、设立科技基金和财政扶
持、实施“孔雀计划”和留学生创业支持
计划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破除发展壁垒，
逐步构建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今年1月份
深圳两会期间，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明确提
出，以大湾区发展规划建设为契机，争取
推动深圳更多项目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
创新、基础设施等专项实施方案，推进深
港澳在经贸、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
各领域更紧密合作，对标国际化高标准投
资贸易规则，发展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
型经济。

其中，前海作为深圳对接香港的地标
式区域，近年来通过制定一系列惠港政策，
特别是实施针对港人港企的“万千百十”工

程，制定了到2020年，前海对港土地供应、
建筑面积、在前海投资港企数量、孵化港企
数量、香港青年在前海创新创业等量化的
方案措施。2017年，前海新推出制度创新
成果111项，其中42项全国领先。截至今
年 6 月份，片区累计注册港企 8938 家，注
册资本 9129.74 亿元，汇丰集团、东亚银
行、港交所、嘉里集团、周大福等一大批知
名港企落户前海，为港企量身定制的前海
深港创新中心建成使用，前海深港基金小
镇即将建成。如今，前海已经成为引领制
度创新的“策源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并初步建成了香港与内地紧密合
作先导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
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和珠三角地区产业转
型升级引领区。

为进一步营造开放新格局，深圳税务
部门也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以优
质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以高效的便捷服
务留住企业，这是税务部门的本职工作，也
是对大湾区发展的最好助力。”深圳市蛇口
税务局联合党委书记、局长陈一龙告诉记
者，该局推出了“一户一策一团队”服务，以
及24小时自助办税厅、电子税务局、优化
办税流程等多项创新措施，旨在让纳税人
可以“来得少”“办得快”，让企业充分享受
到税制改革红利，增添更多发展动力。同
时，又因蛇口作为深圳外资企业的重要聚
集地，该局还组建了一支“外语精、业务强”
的复合型税务人才队伍，积极组织外语人
才向辖区外资企业高管、外籍纳税人宣讲
税务机构改革内容。

协同创新 共建产业高地

郭玮强是一名来自香港的“90 后”。
2016年，他被前海良好的政策与营商环境
吸引，来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成为前海
随身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深圳优惠的政策制度、积极的创业氛围、
高度普及的科学技术以及广泛的消费市
场，对我们都是利好条件。”郭玮强表示。
两年过去，随身宝团队已从最初的3名港
籍创业者发展至 10 多人的深港融合团
队。今年，随身宝已达成A轮千万元级意

向融资，项目估值已超过亿元。
郭玮强的创业团队只是深港两地携手

合作创新的一个缩影。仅在前海深港青年
梦工场，目前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304个，
其中港澳团队158个，超半数项目成功拿
到了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14亿元；为
香港大学生提供了1500个实习岗位，接待
近2万名香港学生前来交流学习。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吴德林认为，科技创新已
成为各国发展的共识，创新将成为大湾区
发展的引擎。大湾区规划建设为粤港澳地
区协同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深圳
要抓住机遇，要充分发挥香港在人才、高等
教育等方面的丰富资源，连接深圳良好的
创新生态，在生物、新材料、新信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应
用，形成创新价值链与产业生态链，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新高地。

身高约 1.5 米、能够智能识别人脸、
会主动提供服务的“艾娃”智能机器人，
是由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历
经多年研发打造的智能客服机器人。据公
司执行董事沈剑波介绍，艾娃机器人研发
团队以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徐扬生机器
人团队为核心，现有近百人。目前，公司
已与香港相关机构展开产品合作定制服
务。未来，公司将继续挖掘智能机器人与
各领域业务深度结合应用、数据收集及分
析、环境感知及场景理解等方面的机器人
核心技术。

为深入构建全面开放格局，2018年深
圳将继续实施创新“十大行动计划”，建设
前海城市新中心，推动前海自贸片区加快
建成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粤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开拓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
设新领域，积极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
划建设，出台深圳实施方案，构建高新区、
坂雪岗科技城、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等多节
点创新空间格局。同时，深圳还将高起点
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深汕高铁、新深
汕高速等规划建设，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和
小漠国际物流港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图为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王可可（左一）
指导技术人员调试机器人。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各界积极支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期待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最近，不少想在广州投资兴业的澳门
同胞发现，身在澳门“足不出境”，利用全程
电子化商事登记网上平台就能办妥开公司
的手续了。这有赖于广州今年7月份启动
的商事服务“穗澳通”。早在3月份，随着

“穗港通”启动，香港同胞已经享受到这种
便捷的商事登记服务了。“为服务大湾区建
设，我们推出‘穗港通’‘穗澳通’工作机制，
将内地商事服务延伸至香港、澳门，希望能
够吸引更多港澳同胞前来投资兴业，将广
州建成港澳向内地拓展、内地借助港澳通
达国际市场的双向通道和重要平台。”广州
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大湾区内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
升，粤港澳三地间的经贸合作往来愈加密
切。近日，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和东莞
市商务局主办的莞澳两地经贸合作论坛
上，两地政府和企业代表围绕如何共建大
湾区商贸中心展开了热烈交流，20余家从
事代理葡语国家产品的澳门企业展示推广
多种葡语国家的食品、酒类等特色产品，受
到东莞市民的热捧。代理葡萄牙酒庄葡萄
酒的吴铭杰告诉记者：“很高兴我们的优质
葡萄酒能够进入内地市场，得到内地消费
者的关注，感谢政府搭建的平台。”澳门贸
促局葡语市场经贸促进厅高级经理李子蔚
表示，多年来澳门和东莞在贸易、投资及会
展等领域发展不断，合作无间，交流互动甚
广。目前，澳门正配合国家所需，发挥自己
所长，进一步承担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
作的桥梁作用。澳门将为内地企业提供与

葡语国家产业对接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
向世界。

不仅在经贸领域，在医疗健康、青年创
业、城市建设等诸多领域，粤港澳地区的交
流合作氛围也愈加浓厚。以干细胞治疗、
精准医疗为核心的再生医学正引领一场医
学革命。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干细胞与精
准医疗战略合作联盟成立，联盟成员包括
广东省干细胞与精准医疗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香港大学干细胞中心、澳门科技大学
等。广东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协会会长陈
海佳表示，联盟的成立将推动中国与世界
各国在干细胞与精准医疗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为共同打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地的
干细胞全球生态圈奠定基础。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认为，以干细胞为代
表的前沿生命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对粤港
澳大湾区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领先地位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在大湾区建设热潮中，广东和香港、澳
门众多青年人才也抢抓创业机遇，借助各类
平台和优惠政策，将自身成长融入大湾区发
展之中。广东茂名青年黄德玉在东莞创立
的“蚁巢科技企业孵化器”，已服务超过50个
港澳台团队和企业，服务1000多名港澳台
创业青年。黄德玉说：“创业不仅仅是为了
赚钱，更多的是找到自身的价值追求。我的
追求是，做好粤港澳创业企业的‘摆渡人’。”
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创业基地，创业
者陈贤翰极力赞赏广州为港澳青年打造的
平台，“得益于创业基地的支持，从注册公司
到财务、税务、招聘乃至住宿，在广州创业的
香港青年都得到了帮助”。

如何合理规划建设，让大湾区成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在珠三角各城
市打造的空间载体上，粤港澳地区的专家
学者们集思广益，竞相“支着”湾区蓝图规
划。在被广东省定位于粤港澳协同发展先

导区的东莞滨海湾新区，一个 1.5 万平方
米、鸟飞鱼跃的滨海景观带已现雏形，未来
将崛起一个串联“山河海林田”的魅力新
城。8 月中旬，来自广州、深圳及香港、澳
门等地的规划专家汇聚于此，就新区城市
总体规划各抒己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范钟铭建议，粤港澳
大湾区概念提出后，走向海岸线已经成为
中山、东莞、前海、横琴等市区的共识。虎
门销烟、鸦片战争等近代历史事件发生在
滨海湾新区，应充分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打造特有的滨海魅力。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表示，新区应
充分融入大湾区的区域背景和格局，发挥
岭南广府文化的凝聚力，鼓励“中而新”的
城市设计和风貌。对此，滨海湾新区、东莞
港党工委书记张科表示，将结合专家的意
见建议，进一步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6 日对中央出台《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表示欢迎，并对中央政府过去
一年陆续推出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
和生活的措施表示衷心感谢。

林郑月娥说，非常高兴得悉《办法》将于今年9
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办法》有关规定，在内地
居住并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申请领取居住证。持
证人可在内地的居住地依法享有3项权利、6项基本
公共服务及9项便利，涵盖就业、教育、医疗、旅游、
金融等范畴。

她说，《办法》的出台回应了香港市民的需要，为
长期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便利，
也给予他们更多参与国家发展的机会。包括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一再
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中央对香
港同胞的关怀。

林郑月娥：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体现中央对香港同胞的关怀

据新华社厦门电 “厦门和台湾给我的感觉很
相似，城市很漂亮，来到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
8月16日，来自台湾的邱淑华和其他百余位台籍乘
务员一同参加入职仪式，成为厦门航空的员工。

据了解，厦航今年招收的台籍乘务员平均年龄
不到24岁，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英语等级考
试或有留学经历人员达95％以上。正式入职后，她
们将通过为期3个月的培训，预计于12月份以实习
乘务员身份开始上机服务。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当厦门人，把厦航当成自己
家，在这里安居乐业。”厦航总经理赵东在入职仪式
上对新入职的台籍乘务员说。

两年来，厦航两次赴台招聘乘务员，目前已入职
台籍乘务员近160人。首批台籍乘务员现已全部上
机服务，并开始执飞洲际航线。今年举办的“海峡职
工论坛”上，厦航台籍乘务员展示了熟练的专业技能
和良好的职业形象，成为瞩目的焦点。

据悉，厦航计划在今年底再次赴台招聘乘务
员。按照厦航台籍青年就业千人计划，明年起赴台
引才覆盖面将拓展至机务、营销、信息技术等专业
岗位，至 2021 年底计划累计引进台籍员工突破
1000人。

图为新入职厦门航空有限公司的台湾籍空中乘
务员合影。 （新华社发）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深圳莲塘口岸。 （新华社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

推进一年多来，南粤大地掀起

了一股参与和推动大湾区建

设的热潮。不仅各地和有关

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大湾区要素便捷流动的新举

措，粤港澳三地企业家、专家

学者、青年人才等也热切投身

于大湾区融合发展之中，期待

早日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