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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世界著名湾区，如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

金山湾区等，深圳钟情于与旧金山湾区相类比。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钟

雄认为，旧金山不是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而是依

靠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世界创新中心，这一点，深

圳与其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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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湾区经济，是 2014 年深圳

市长许勤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重点着墨之处，深圳将重点打造前

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湾

区产业集群。这意味着，湾区经济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脉。

不少专家学者也认为，深圳发

展湾区经济，可以旧金山湾区为模

板，整合现有资源，优化湾区经济发

展布局，驱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腾飞，加速进入世界一流经

济体队列。

科技
湾区经济的“弄潮儿”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魏达志教授认为，深圳发展湾区经

济，首先需要把握的一点，是作为后

工业化中心城市，要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

以旧金山为范本，科技引领成

为湾区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日前高

新区一个内部会议上，深圳市相关

领导指出，发展湾区经济，高新区将

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高新区以占全市 1.17%
的工业用地、占全市 4.35%的从业人

口 ，实 现 了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产 值

2844.12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的 23.9%。园区万元工业增加

值能耗 0.095吨标准煤，相当于全市

GDP能耗平均水平的20%。

大族激光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云

峰认为，深圳湾以高新技术园区为

龙头，已经形成了全市在未来主要

的科技创新和总部聚集区，创新创

业氛围十分浓郁，聚集了100多家重

要的上市公司。同时，深圳提出湾

区经济概念，最大的“底气”所在，是

已经形成了优势产业集群。“硅谷就

是通过知名龙头企业和上下游企业

形成集聚，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发

展，深圳湾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产

业基础，已经涌现出电子信息、互联

网等大批行业龙头企业。”

前海
湾区经济的“桥头堡”

深圳和旧金山还有一个相似点:
都是以科技型产业为主，依托科技

产业带动金融及相关服务业。

魏达志教授认为，深圳发展湾

区经济，要重视发展高端现代服务

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业。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对记者表示，前海的未来，不是金融

市场的交易中心，而是金融创新的

中心，依托深圳优势，发展金融创

新，如科技、金融结合等。

进入前海时间的深圳，依托金

融创新和发展高端服务业，为深圳

发展湾区经济带来更丰富的想像

力。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0家港资

企业在前海注册。统计表明，去年

前海跨境人民币业务达 150 亿元。

目前已有 4500家企业入区，全年有

望突破1万家，服务业规模突破1000
亿元。

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高级工程师刘林认为，前海在打造

交易平台上应更加多品种、多元化，

吸引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资金。这方

面如果涉及国家政策层面，深圳要

积极地向中央要政策，也要充分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先行先试。

深港合作
湾区经济的“跳板”

毗邻香港，是深圳发展湾区经

济的一大独特优势。

深圳高新区的虚拟大学园区，

是观察深港合作的重要窗口。这里

分布着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等众多香港知名高校的深圳产学

研基地（中心），正成为深港联合创

新的集聚地。而湾区经济概念的提

出，则为这些香港高校的深圳研究

院带来了发展的新动力。

截至目前，香港院校在深圳设

立科研机构 72家，其中国家重点实

验室分室 8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1
家，深圳市重点实验室 7家，投入约

1.91亿港元；注册企业13家，注册资

金约2.9亿港元。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商

务创新及全球化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李本能告诉记者，深圳香港都有自

己的优势，可以取长补短。比如，

“香港的科技人才不足，而深圳科技

人才很多；香港在国际化上更加成

熟，深港合作将提升湾区经济的国

际影响力。”他同时指出，深港合作

发展湾区经济，要有清晰的目标，解

决具体的问题。“世界上其他湾区都

是同一个区域、同一个政府，深港间

体制不同，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大

的创新空间。”

海洋产业
拉动湾区经济跃入“深蓝”

数月前，中央提出中国愿与东

盟国家共同打造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深圳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

岸，同时有海港、空港、信息港联动

的优势，深圳通过湾区经济，可望成

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

综合开发研究院博士胡振宇指

出，“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一个通

道，更重要的是，通过海洋实现产

品、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而深

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凝聚点。

“湾区经济与海洋经济虽然不

完全一样，但有交叉之处。这意味

着，深圳在面临陆上土地资源不足

的情况下，可将发展视角投向海

洋。”胡振宇认为，湾区经济的提出，

也与深圳发展海洋产业等未来产业

的发展相契合。

根据未来产业规划，将以深圳

湾、大鹏湾、大亚湾所形成的天然海

洋湾区为核心，打造深圳湾海洋经济

生态湾区、大鹏湾海洋经济提升湾区

和大亚湾海洋经济新兴湾区。同时，

深圳在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上也有

所侧重——深圳西部重点发展海洋

电子信息、海洋高端装备等产业，打

造大型海洋企业总部集聚区；深圳东

部重点发展海洋生物、游艇等产业，

打造中小企业总部基地及研发设计

中心。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掘金”湾区经济
打造前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湾区产业集群

打造京津创业共同体，“软”“硬”

兼施营造良好创业氛围，吸引北京的

创业团队在开发区落地发展，13日，

记者从泰达科技集团获悉，承接京津

两地创业团队的重要载体——津京

互联科技创业主题活动中心启动以

来，已进驻创新型企业 22 家。预计

到 2014 年底，将引进创新型企业增

至40家，团队20个，创业企业（项目）

销售收入超过 12 亿元，年增长率超

过100%。

走进位于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

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八号楼的

一层大厅，浓郁的咖啡香味立刻扑鼻

而来，这就是“散发着咖啡香味”的津

京互联科技创业主题活动中心。正

值“津京互联”大学生创新创业开放

日，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

的 50 多名大学生来到这里，了解就

业及创业的相关信息。

天津泰达科技集团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为促进天津高校科技研发

成果转化，培育、孵化创新型科技团

队和企业，拓宽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渠

道，津京互联科技创业主题活动中心

于 3月 10日、11日、12日三天面向高

校大学生开放。“在这里，同学们可以

进一步了解创业中心，体验最有‘范

儿’的办公交流场所，近距离观察成

功创业团队的工作状态；还可以试用

炫酷的前沿科技产品比如水下机器

人、云动魔方电视盒子、3D打印机、

可穿戴设备等，创业中心的资深孵化

服务团队也会为同学们的创业理想

及就业咨询答疑解惑。”

“这里环境非常好，咖啡厅式的

办公环境，不会让人感到压抑。还有

专人解答落户、薪资、实习生补贴等

就业相关各种疑问，真是为我们大学

生搭建了一个非常棒的平台。”来自

南开大学的小陈告诉记者，自己很喜

欢创业主题中心的氛围，大学生创新

创业开放日的活动让他感到耳目一

新，参观后，他会把自己正在筹备的

项目整理成正式的企划书，申请进入

创业主题中心进行孵化。“除了硬件

环境好，这里还聚集了不少天使投资

人或投资机构，不仅有助于项目融

资，也能够指导项目的未来发展，帮

助我们尽快实现创业梦想。”

相关负责人表示，津京互联科技

创业主题活动中心是天津开发区建

设的新一代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基地，

集成众多创新创业元素，为京津两地

的创业者、投资人提供充分交流与合

作的平台。该创业中心与创业邦、

3W创业咖啡、联想之星、创业家、赛

迪经略、CSDN、长城战略研究所、

TMT青年沙龙、中国青年天使会、飞

马旅等专业机构结成战略合作，提供

场地租用、实战型的创业辅导培训，

同时嫁接开发区各项服务孵化职能，

帮助创业团队快速成长。

“进驻的创业团队发展前景都

不错，已经有项目获得融资进入下

一步成长阶段。”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 2013年进驻创业中心的首批企业

中，不少企业已经获得了天使投资，

开始发展壮大。天津云动魔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楠告诉记

者，津京互联科技创业主题活动中

心为创业者、投资人提供了大量有

价值的信息和绝佳的交流合作平

台，为创业者提供“开放办公区”“后

台 IT 支持”“公共技术开发平台”

“创业培训”“投资对接”等综合孵化

服务。在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些天使

投资人，目前已有两位天使投资人

投了 800万元。

据《每日新报》

天津开发区打造京津冀创业首选平台
20余个创新企业进驻 销售收入将超12亿元

日前，美国苹果公司官网披

露了将在无锡开设直营零售店

的消息，这是苹果零售店首次落

户地级市。作为广受追捧的产

品，“苹果”已打造出一条缜密的

全球产业链，绑定了全球制造业

最顶尖的企业。无锡新区实力

雄厚的电子信息产业也瞄准这

一链条，构筑“苹果产业”高端制

造集群，今年有望实现销售近

700亿元。

在针对“苹果产业”链的招

商中，无锡新区注重吸引附加值

高的项目，技术水平占据行业主

导地位。手机、平板的运行离不

开高性能电池。2 月底，日本索

尼在新区启动能源事业总部平

板电脑高性能锂电池新项目。

索尼株式会社执行副总裁、中国

总代表久保田阳告诉记者，新项

目是索尼能源的最新升级产品，

目前月产量 400 万块，今年要达

成 600-700 万块的目标。据了

解，项目全面量产后，年销售额

将突破70亿元，同比增长40%。

色彩艳丽、操作灵敏的触摸

屏一直是苹果产品的招牌，而这

一核心部件也由无锡新区出

品。借助夏普最新开发的革命

性的液晶显示技术，无锡新区建

起了智能手机屏幕模块制造基

地，生产全球最高水平的液晶显

示屏，夏普在无锡的液晶事业也

将实现飞跃发展，今年销售有望

突破 250 亿元。除了电池、液晶

屏，苹果引以为傲的全铝框架结

构件是由无锡绿点科技有限公

司一手包办，今年有望实现销售

200亿元。另有多家企业还提供

手机、平板的多种电子部件。“苹

果产业”高端制造集群的持续高

增长为无锡新区制造业带来高

额回报。

无锡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苹果产业”是无锡新区

电子信息产业新的增长点，瞄准

高端项目招引，借力“苹果效

应”，可大幅拉动电子信息产业

增长。据了解，电子信息产业是

无锡新区的重大支柱产业之一，

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560 亿元，占

百强销售收入 29.16%。受用工

人数上升，用工成本、产品结构

等的影响，电子信息行业盈利能

力有所减弱，电子企业面临挑战

增多。无锡新区积极引导企业

进行结构调整、引入市场竞争力

强的产品，助力销售持续增长。

据《无锡日报》

无锡新区
招引高端项目

“苹果产业”剑指700亿

深圳城市布局结构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