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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空港区域辐射能力

深圳临空经济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腾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深圳依托“空港+

会展经济”的叠加优

势，提升国际航空枢

纽竞争力。

同时，深圳着力

构建国际一流口岸营

商环境，通过“创新+

科技+服务”，不断优

化 深 圳 机 场 通 关 流

程，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

在深圳机场北广深沿江高速福永出
口，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工地一片繁忙，一
座崭新的“城市会客厅”已初具雏形；依托

“空港+会展经济”的叠加优势，临空经济
发展将有力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枢纽
竞争力。目前，深圳机场通达“一带一路”
相关16个国家和地区的31座城市，正在
逐步兑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国际航
空枢纽各项目标。

从监管场地设置标准到口岸卫生检
疫要求，从海关保税交易到优化观展体
验，深圳海关深入参与会展中心的规划建
设。近年来，深圳海关全面深化“放管服”
改革，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通过“创新+科技+服务”，不断优化深圳
机场通关流程，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
力量。

聚焦冷链

近日，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的生鲜冷
链区，一箱箱进口印尼活海虾正在装车出
库。除了印尼海虾，工人们正在从冷库中
搬出挪威金枪鱼，配合海关关员查验。

“今年以来，我们货站的冷链区一直都
是这么繁忙。”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总经理万
建军告诉记者，在海关政策的支持下，今年
上半年，深圳机场不仅鲜活水产品业务量
达到了去年同期的5倍，还拓展了燕窝、水
果、奶粉等冷链类高端进口货物，生鲜冷链
类业务量和商品种类均大幅增长。

鲜活货物量快速增长只是深圳机场
国际货运业务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深圳机场海关聚焦生鲜冷链类货物
增长，通过释放政策红利、创新监管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深圳机场建设全功能
货运门户口岸。

目前，深圳机场海关正以深圳机场指
定肉类监管场地获批为契机，指导国际货
站建设冻品查验专业技术用房、航空箱待
检和扣留区、冷链查验和储存设备等口岸
基础设施，吸引优质生鲜类企业进场，形
成生鲜聚集效应。

据了解，深圳地区大部分进口生鲜冷
链类货物之前主要是经香港、广州机场空
运进境后陆运至深圳，新鲜程度难以保
证。机场海关物流园监管一科科长朱明
全告诉记者，海关正全力支持深圳机场打

造生鲜冷链类门户，填补深圳地区空运直
飞进口冷链类货物空白，形成广深港机场
业务腹地分区清晰、优势资源共享的冷链
业务发展局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
的组合竞争力。

创新监管

据悉，深圳海关致力于优化机场口岸
通关环境，今年重点推广了“汇总征税”

“自报自缴”等税费征管改革创新措施，主
动服务深圳航空、汉莎技术等重点企业，
引导其积极应用“汇总征税”担保方式，以
化解税款缴纳困难，实现“汇总缴税，先放
后税”，推动区内企业减负增效。

同时，探索推广“提前申报”通关模
式，以鲜活产品为切入口，先后推出“绿色
通道”“查检合一”“预约通关”等服务举
措，推动鲜活水产品全面应用“提前申报”
模式，同时探索将该模式从鲜活产品向普
通货物推广，目前已完成顺丰航空、汇顶
科技等5家企业“提前申报”推广和实施。

此外，深圳海关还在优化企业应急通
关处置措施上发力，灵活运用预约通关、

担保放行等便利措施，依法依规解决紧急
通关需求，对需配备专门设备与场所查验
的高精密产品，合理安排查验流程和场
地，降低企业物流和时间成本，使通关查
验更加人性化。同时，积极协同推进口岸
基础建设，深入推进“航线拓展、通程航
班、国际中转厅建设、进出口货运混载”等
业务落地，解决口岸开放、运行、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等问题，增强深圳空港区域辐射
能力。

扩“朋友圈”

5月30日凌晨1点半，深圳宝安国际
机场的停机坪上，海南航空一架满载200
多名旅客的波音787客机缓缓起飞，开始
了12个小时的航程，飞向遥远的罗马，那
个“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和新时代“一带一
路”的重要节点。

在深圳海关的全力配合支持下，深圳
机场正式开通了深圳至罗马客运直飞航
线，这是中意两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
解备忘录后，国内新开通的首条直飞罗马
航线，更是深圳机场自1993年升级为国

际机场以来开通的第 50 条国际客运航
线，深圳机场国际化进程迈上了新台阶。

为服务深圳机场国际航线拓展战
略，机场海关先后完成了“关检业务融
合”“运输工具查检合一”等改革项目，近
3年来共保障37条新增国际航线的正常
运行，监管 1500 多万人次进出境旅客。
支持深圳机场连通伦敦、巴黎、法兰克福
等国际著名航空枢纽，实现国际航线亚、
非、欧、美、大洋五大洲全覆盖，将“一带
一路”“朋友圈”扩大为 16 个国家 31 座
城市。

“朋友圈”扩大了，航空物流也在飞速
发展，深圳机场海关与机场集团航空物流
部门建立了定期数据交换、信息共享机
制，深入了解机场航空物流发展规划，在
货运航线网络拓展、新业态新业务、物流
设施布局等方面予以政策指导，持续优化
国际航空货运业务发展环境。

展望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
步推进，机场海关将在优化旅客通关环
境、带动国际物流业务良性发展方面持续
发力，将深圳机场打造成国际空港枢纽，
助力大湾区经济腾飞。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从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随
着新一轮省市对口支援青海
合 作 备 忘 录 签 约 和 推 进 落
实，农业援青从“输血”式
支 援 向 “ 造 血 ” 式 支 援 转
变。通过合作拓展，方式创
新、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
促使农业援青项目落地，效
果凸显。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4
年以来，北京、上海、江苏
等援青省市探索实施了一批
设施农牧业、生态畜牧业、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八大类
产业 81 个支援项目，投入资
金9.3亿元，约占援青资金总
量的 20%。同时，江苏东西
部合作企业签约项目 9 个，
签约资金 8.5 亿元，到位 4.4
亿元。上海援建班玛县江日
堂温棚蔬菜项目，成为果洛
藏族自治州规模最大、设施
设备最齐全的温棚蔬菜生产
基地。西宁市与四川省农委
签约发展“飞地”产业，每
年向青海供应新鲜蔬菜 2 万
吨，缓解了冬春西宁市蔬菜
供需矛盾。海东市与安徽省
签订协议，在设施农业、种
业发展方面开展合作。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与甘
肃、西藏等农口部门和高等院
校交流合作，实施重点领域人
才合作，着力推进牦牛、青稞
等产业振兴。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 玉 虎 说 ， 农 业 援 青 启 动
后，各援青省市在援助方式上均有所创新。如北京
在新发地建立“青海之窗”，上海市支持果洛建设标
准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天津市支持黄南建成尖扎
葡萄育苗基地和泽库有机畜棚基地，江苏推进“苏
企入青”“青货进苏”，浙江在嘉兴世界水果城打造
了柴达木枸杞一条街，山东实施海北州“千牛万
羊”入鲁工程。各省市积极设立窗口，积极借助展
会平台，推动了青海特色优势产品“走出去”。

多年来，各对口支援省市通过干部挂职、技术服
务、人才培训等方式，为受援地农牧业发展注入先进要
素，进一步优化了青海藏区农牧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结构。通过引进来、跟上去、资金注入等方式培训各类
管理人才、致富人才和专业人才1200余名，一批立足
区域优势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等项目成功
嫁接，青海借外力、增内力，多层次、多形式合作交流
新局面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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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报道：《江西省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规划 （2019-2023 年）》 日前出台，明确全方位
推动VR产业发展，打造VR产业“高地”。

江西强化创新引领，引导要素汇聚，打造产业生
态，加强示范应用，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全球VR产业
中心，打造VR产业“江西高地”，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按照规划，通过5年努力，江西将引进培育若干具
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 VR 企业，聚集一批
VR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年产值超过 1000 亿元。同
时，建设2个至3个与VR产业相关的国家级技术创新
中心，产品与应用创新能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培育和
引进 100 名以上掌握关键技术、带动交叉学科发展的
VR 领域高端研发人才、应用创新人才和高级管理人
才，吸引50个以上国内外高水平创业团队。

据介绍，江西将以构建“硬件+软件+专业服务”
的产业链为目标，加快推进VR硬件设备、专用软件和
VR集成、测试等专业服务发展，夯实VR产业发展基
础；发挥电子信息产业优势，积极发展传感器、新型显
示、电子材料等与VR核心业态紧密联系的电子信息配
套产业。同时，发展 VR 融合产业，助推 VR+制造、
VR+教育、VR+文娱、VR+医疗、VR+旅游、VR+智
慧城市融合发展，激发转型升级动能。

与此同时，江西还将规划建设一批龙头企业主导、
创新能力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的VR特色小镇、VR产
业基地、VR应用示范基地 （应用示范小区）、VR创新
孵化基地等载体，厚植产业创新发展土壤；发挥南昌
VR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专业机构作用，大力引进行
业龙头企业，优化股权结构，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率先开展5G在VR领域的应用，着力建成移动网
络在VR领域的公共检测认证、技术支撑、应用研发等
平台，逐步打造VR与5G融合的生态系统；打造VR政
务大厅，重点推进 VR 在司法、教育、医疗、社区服
务、城市管理等民生领域的应用。

近年来，江西将 VR 产业作为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举全省之力加以推进。2018年世
界VR产业大会的成功举办，打造了世界级的VR产业
交流合作平台。今年10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西省
人民政府将继续联合主办2019 世界VR 产业大会，为
江西引领 VR 技术和产业发展创造难得的新契机，确
立发展的新起点。

据悉，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实力较为雄厚。去
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97.7亿
元，排名中部地区第 2 位，有利于推动打造 VR 产业
链、构建产业生态圈。

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

江西构建VR产业生态圈

货运量占全国货运总量8%，港口集
装箱吞吐量占全国的 1/4，快递业务量
占全国的25.5%……记者从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了解到，近年来广东交通运输部
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运
输服务转型升级，探索发展港口群海铁
联运、城市绿色货运配送、集装箱多式联
运等新模式，推动交通运输实现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广东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加
快完善，多项指标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
前列。2018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9002公里，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
广东建成亿吨大港6个，港口货物吞吐量
21亿吨，珠三角港口群集装箱年吞吐量
达6167万标箱，居世界第一；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1.21万公里，居全国第二。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为运输业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正积极推动运输结构调整，统筹推
进公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优化
组合各种运输方式，着力构建“宜水则水、
宜公则公”的综合运输服务格局。

6月5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实施方案》，成立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
领导小组，启动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编
制工作。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通过实施公路甩
挂运输试点、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
等新举措，提高道路运输效率，为企业减
负。2018年广东省38家道路货运无车
承运人企业共完成有效订单 157.9 万
单，整合社会零散个体车辆7.1万辆，有

效促进了道路运输业朝集约化、规模化
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广东绿色交通也发展迅
速，新能源汽车应用稳步推进。截至
2018年底，广东交通运输行业累计推广
应用新能源汽车9.8万辆，较2017年新
增118%。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9 年广东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
薄弱环节，进一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推动交通运输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广东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
坚持“一港一策，一企一策”原则，深入调
查大宗物资货源企业、运量、流向等，与
辖区内重点工矿企业、港口和物流园区
签订铁路、水路货运增量目标责任书，确
保完成责任目标。

日前，一架空客135双引擎直升机从深圳宝安机场起飞，约15分钟后抵达香港信德直升机场，标志着首条内地直飞香港直升机
航线开通。 （新华社发）

广东优化交通运输方式
本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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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天亮

深圳市衢亿金属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鹏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惠千城环保建
材有限公司、余胜明及翁元青、余达诚及张丽娟
深圳市华胜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鹏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衢亿金属有限公司、惠州市惠千城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余达诚及张丽娟、余胜明及翁元青

蔡威杰、深圳市招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余胜明及翁元
青、余达诚及张丽娟

抵质押担保情况
抵质押人

东莞市兴盛贸易有限公司、贤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贤丰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中源动力实业有限公司、姜
天亮、姜天甲

深圳市招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余胜明、吴克龙

余达诚

林 冬 接 、余 小 彪 、吴 希 林 、
JUNJUNCHEN

抵质押物
002141.SZ贤丰控股共5400万股票质押;
东莞市清溪镇三中村分水凹工业用地
[土地证号码：东府国用（2001）字第特340号，面积22657.49平方米；
土地证号码：东府国用（2001）字第特341号，面积20738.97平方米]
1.天鹅堡A栋6D，面积244.37平方米；
2.诺德金融中心主楼2J，面积259.29平方米；
3.香年广场北区主楼（C座）1903,面积324.83平方米。

惠州市惠千城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计100%股权。

1.香域中央花园5栋14B，面积168.31平方米；
2.特区报业大厦2002，面积414.38平方米。

1.新阳丽舍1栋1单元4U，面积38.94平方米；
2.新阳丽舍1栋1单元5E，面积42.7平方米；
3.新阳丽舍1栋1单元5F，面积42.7平方米；
4.东乐花园86栋4-A，面积91.93平方米；
5.水榭春天花园（三期）8-12#楼12#楼玉兰苑25C，面积89.45平方米；
6.水榭春天花园（三期）8-12#楼12#楼玉兰苑25D，面积54.43平方米。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转让方”）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受让方”）于2019年6月27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在下列借款合
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借
款人、抵质押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

有关借款人、抵质押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抵质押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