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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2月月1818日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正式公布，，向向

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蓝图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蓝图。。建设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

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广东作为广东作为。。面对这一改革开放的大机遇面对这一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大文章，，

广东乘势而上广东乘势而上，，携手港澳携手港澳，，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大湾区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大湾区建设。。日前日前，，

广东正式发布广东正式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的实

施意见施意见》》 以及以及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18——20202020年年）》，）》，明确了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间表明确了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路线图和任

务书务书。。

今天今天，，广东各地广东各地、、各部门正聚精会神在创新驱动各部门正聚精会神在创新驱动、、规则衔接规则衔接、、

产业协同产业协同、、开放合作开放合作、、软硬联通软硬联通、、共建共享等方面共建共享等方面发力发力，，共同推动共同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扬帆起航扬帆起航，，加速向前加速向前。。

穗港合作令人瞩目。日前，黄埔
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举行穗港
科技合作园核心区暨京广协同创新中心
启动活动。本次活动共有13个重大项目
动工、5个创新平台项目揭牌、18个产
业和创新载体项目集中签约，项目总投
资额达1523亿元。

穗港科技合作园是黄埔区、广州高
新区、广州开发区与香港在广州开发区
云埔工业园片区共同规划的科技创新园
区，计划规划总面积14.5平方公里，核
心区面积 19.8 公顷，总投资额约 95 亿
元，预计全部投产后实现年产值不低于
120亿元。

建设“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
区”是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之
一。今年 5 月，香港科技园有关负责人
到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考
察科技园区发展情况，了解政策及相关
配套，双方就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等方
面深化两地合作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从
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合作，
在广州开发区云埔工业园片区共建穗港
科技合作园的设想。3 个月后，穗港科
技合作园的初期规划图和核心区计划浮
出水面，数个选址于园区的穗港合资或
利用港资的科技创新实体产业项目也纷

纷亮相。
据介绍，合作园将聚焦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氢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合作，
充分发挥穗港各自优势，联合成立创投
基金，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信
贷、保险机制，推动金融与科技、产业
融合发展。预计至 2022 年，穗港科技
合作园将初步建成国际化区域创新体
系，集聚若干特色鲜明的优势创新机构
和人才集群，形成带动穗港转型提升的
新支点，打造科技创新产业先行区、科
技成果转化标杆区、科技规则衔接示
范区。

除位于穗港科技合作园片区内的动
工项目外，活动当天还有数个饱含“港
澳元素”的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项目揭
牌或签约，粤港澳创新合作示范区正在
加速形成。其中，具标志性的穗港澳合
作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广东粤港澳大
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项目于活动当天签
约落户黄埔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协同
创新研究院将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澳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科
技大学等具备较强科研力量的粤港澳知
名高校进行战略合作，采取“国际协同
实验室”发展先导技术、“基金—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所”三元耦合发展工程

技术的运行机制，围绕先进制造与高端
装备、光电子技术与系统、新能源、生
物医学成像、生物技术与生物医药、环
境保护 6 个重点领域，研发原创技术、
培育新兴产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成
为大湾区重要的原始创新引擎。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大学
将在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
落地进行产学研合作，该区为香港大学
实现高校社会功能和产、学、研相结合
提供了重要平台。此次合作，可以充分
发挥两方的优势，实现互利多赢、共同
发展，对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在未来的合作中，香港
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来推动黄
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科技研
发力量和智力人才的集聚和交流，用实
际行动落实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战略规划，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
流科研成果产业化生态圈。

全面服务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也是黄
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服务港
澳、汇聚人才的主攻战略。当天揭牌设
立两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项目，
为港澳青年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
展提供平台支撑，持续完善港澳青年在
穗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顺应湾区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中
山市启动了从交通基础设施到城市新
中心建设、从产城空间重塑到科创平台
提升、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兴产业培育
的一系列城市能级提升行动。中山正
高起点、高标准打造参与大湾区建设的
重大战略平台，瞄准重点工作靶向发
力，积极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贡献“中
山力量”。

“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是广
东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头戏。
未来，大湾区将以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
为重点，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提升
客货运输服务水平，实现大湾区主要城
市间1小时通达。

对照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这
个时间节点，中山市制定了交通项目建
设倒排计划，计划在 2024 年前投入超
过 1500 亿元，构建“四纵五横”高速公
路网、“二环十二快”快速路网建设、“十
字形”高速铁路格局等，加快畅通与周
边城市公路和轨道交通对接，进一步提
升与湾区各市的交通互联互通。

翠亨科学城呼之欲出。在广东省
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施工图”和“任务
书”中，“支持中山翠亨新区建设”被纳
入“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内
容，明确提出通过深化与香港、澳门、深
圳等城市以及国际先进地区在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电子信息、
高端服务业、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合
作，高水平建设翠亨科学城，加快打造
国际化现代化城市新中心、珠江口东西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粤澳全面合作示
范区。

今年 4 月，《中山翠亨科学城城市
设计》草案通过相关审查程序，并在今
年6月经审议通过。据介绍，翠亨科学
城的规划、布局和城市功能的设计，充

分考虑与深圳前海、深圳大空港、深圳
海洋新城、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东莞滨
海湾新区等区域重要节点关系，尤其注
重从强化湾区互动、粤港澳合作、东西
两岸融合发展、联动周边区域发展方面
入手，在珠江西岸的创新轴上布局了一
个点。由此，以广州为顶点，往西可以
连成翠亨新区、珠海横琴自贸片区、澳
门的创新发展轴，往东则与东莞的滨海
湾新区、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香港
大屿山连成创新线。

过去一年，中山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不断提速——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
究院华南分院、哈工大无人装备与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中
心、中山—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创新中
心、广东药科大学—香港大学创新平台
等一批科技创新平台落地，使全市省级
以上创新平台增至456家。

当前，中山提出全面对接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支持企业、高校、研究机
构参与粤港澳科技创新联合行动。通
过对接建立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使用机制，中
山大力鼓励创新人才、创新主体使用大
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省实验室、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创新研究。

广珠城际轨道中山北站对面，是中
山市 760 文化创意创业孵化基地所在
地。记者了解到，自从与澳中致远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以来，双方在基地内
共建了“760澳门互动区”，由中山市提
供场地及营运管理，澳门方面负责提供
创投融资、创业培训平台，目前已有10
多名澳门青年创业者入驻。2018年12
月，中山市成立了中山粤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专项小组，“1+1+N”的
中山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的
格局由此加快推进。

日前，在佛山市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佛
山市佰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代表骆毅敏从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营业执照正副本，佛山南海第30
万户市场主体诞生，标志着南海市场主体迈入

“30万+”时代。
市场主体户数，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

的活跃程度和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
家每千人拥有企业为 50 户左右。而按照南海
2018年常住人口290万人计算，每千人拥有市
场主体数超过100户，即每10个南海人里，就
有一名老板。

据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介绍，南海
区市场主体数在 2008年突破 10万户后，用了
近 9年时间，在 2017年突破 20万户，第 20万
户向第 30 万户的跨越，仅用了两年多的时
间，目前仍以每天近200户的数量继续增长。

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表示，近年来，无论是
政府还是企业，都不约而同将目光更多聚焦在
政务服务、人文环境、人才氛围、技术创新、
金融生态等领域。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
竞争力。

南海提出，要对标国际国内最高最好最

优，努力塑造营商环境优势，激发市场活力和
创造力。

今年5月30日，香港与内地首次实现政务
服务湾区通办，南海以敢饮头啖汤的精神，在
粤港澳大湾区政务服务互联互通、跨境办理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

“受惠于市场准入的便捷，市场主体增速
近年来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南海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
邹耀宗介绍，随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化，南海市场主体的准入越来越便捷：内资公
司登记办结时限，从名称预先核准业务和设立
登记业务合计办结期限，由原来 7个工作日压
缩至 1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期限缩减了 80%以
上。另外，商事主体可通过24小时智能终端机
自助办理营业执照，办照时限由原来的 5天提
速到最快5分钟之内。

市场主体数据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
也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在
新一波创业浪潮中，南海“两高四新”市场主
体的增速尤为明显。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
快速发展，为南海换道超车、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据了解，2016年，南海首次提出以打造全

球创客新都市为引领，着力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产业、转换新动能；2017年提出构建“两高
三新”产业体系的发展理念；2018年在“两高
三新”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把“两高四新”产业作为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的产业导向。

根据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新材
料、生物医药、智能安全、新能源、电子信
息、文化旅游、科创文创、商务服务等产业，
2016 年至 2018 年新设立的市场主体数，占对
应产业 2018 年底市场主体总量的比例均在
60%以上。尤其是新材料产业、智能安全产
业、文化旅游、科创文创产业，注册数分别占
到了注册总数的 84.7%、70.43%、78.50%、
78.42%，说明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南海新兴
经济动能正蓬勃兴起。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在今年南海区城市更新
大会暨 2019 年项目投资推介会上介绍，目前
南海“两高四新”各个产业领域都有龙头项目
或国家级平台落地，“虹吸效应”正在凸显。

穗港科技创新园承载合作新使命

中山抢抓机遇建科技城

佛山南海对标最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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