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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看头年，开局是关键。刚刚过去

的2016年，被誉为“第三增长极”的天津滨

海新区，以“地区生产总值首破万亿元”的

答卷，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下，收获“十三五”良好开篇。

全速推进动能转换
培育增长新动力

刚刚过去的2016年，在国内前三季度

GDP增长6.7%的大背景下，走进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第十个年头的滨海新区，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实现近三年年均增长

13%。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蒋

宁说，滨海新区以占天津 19%、占京津冀

1%的面积实现这一经济总量，与坚持以项

目带动、转型推动和创新驱动培育新动能

密不可分。

近三年，滨海新区累计建成投产 233
个重点工业项目，形成汽车及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粮油轻纺四大千亿

级产业，航空航天、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

长。

以创新为引领，滨海新区累计建成

市级以上研发中心 429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突破 2.6 万家，飞腾 CPU、麒麟操作系

统、水下机器人等一批技术产品居领先

水平。而作为高端产业集群主要承载

地，旗下七大功能区实现生产总值占全

区 75%。

“大项目、好项目和优质项目已成为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引擎，也是经济持续发

力的能量储备。”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

区委书记宗国英说。

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飞旋科技研发

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两款磁悬浮分子泵，填补了国内在该领

域的空白。公司副总经理蒋颖告诉记者，

产业化后，它将成为能源、节能减排、真空

机械等重大战略领域的核心技术。

与此同时，创新金融、商务物流、总部

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加快聚集，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9.5%，三

年提高7个百分点，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注入发展新活力

作为改革先行区和开放排头兵，滨海

新区紧紧扭住改革开放创新这个根和魂，

为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因子。

在全国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审批印

章由 109颗变为 1颗，审批效能全国领先；

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人民

币跨境结算、跨境电子商务、航空保税维

修再制造等业务试点；依托中新天津生态

城打造中国首个绿色发展综合示范区；融

资租赁合同余额占全国四分之一，商业保

理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据统计，滨海新区先后承载了30多个

国家级、市级改革试点，自贸区151项制度

创新举措落地实施。

改革带来进步，开放促进繁荣。近三

年，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 330 余亿美

元。截至目前，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已超过400个，新区企业设立境外机构105
家，中方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

滨海新区区长张勇说，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为发展不断注入

新活力。

为给改革开放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滨海新区还推出重点任务、重点工程和民

生实事“三张清单”，和“容错免责”“能上

能下”两项制度。

“这些制度既剑指‘为官不为’，又旗

帜鲜明地支持敢闯敢试，让想做事的人真

正放开手脚。”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投资处副处长马峻岭认为。

全力深化改革开放，带来了发展环境

优化。去年5月，总投资规模达195亿元的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开工。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总裁兼CEO海兹曼说：“我们看重

的正是滨海新区良好和开放的发展环

境。”

全力落实国家战略
抢抓发展新机遇

乘着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东风，滨海

新区在全力落实国家战略中，积极抢抓发

展新机遇。

瞄准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

范区、排头兵，滨海新区主动与京冀有关

地区深入合作，引进来自北京的重点项目

近2000个，实际到位资金2300亿元。

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中美福源生物技

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在林，每

周上半段在京打理公司，下半周则回到位

于天津开发区的实验室，潜心新药研发。

“这里到北京，高铁车程不到一小时，并且

有着宽松、高效、便捷的创新发展环境。”

于在林说。

不谋短期而谋长远，在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中，滨海新区紧盯创新要素吸纳。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全面展开，

吸引中关村的科技创新优势向滨海新区

延伸，着力打造“中国硅谷”。

同时，在滨海新区的承载及培育下，

天津自贸区累计新增市场主体 2.4万户，

新增注册资本金9100亿元，外溢效应已经

显现。去年以来，自贸区对天津对外投资

增长贡献率超过 90%，对外投资额占全市

比重超过80%。

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滨

海新区肩负的另一项国家使命。目前，这

一载体也结出硕果。据统计，仅2016年前

三季度，自创区就新增企业超过两万家。

其中，规模超亿元的科技型企业累计达

1444家，新增数量占天津市的近六成。

走过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十

周年，滨海新区正开启从初创期步入中兴

高潮期的大幕。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要

求，滨海新区要有后来者居上的气魄，站

位更高、起点更高、目标更高，决不能“桌

子底下放风筝”，“海螺壳里摆道场”，“炕

头上打把式”。

据新华社

极具地域优势的河套地区开发一直

以来备受深港关注，日前，在香港举行的

深港合作会议上，深港正式签署《关于港

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

备忘录》，同意合作发展河套地区为“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新时期深港加强战略

合作由此迈出里程碑一步。业界普遍认

为，落马洲河套地区未来将成为继前海

之后深港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

根据此次签署的《关于港深推进落

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双方同意在河套地区共建“港深创新及

科技园”，以创新和科技为主轴，建立重

点科研合作基地，并将在园内配套建设

相关高等教育、文化创意和其他配套设

施。河套地区面积大约87公顷，是目前

香港科学园面积的4倍，因此“港深创新

及科技园”将成为香港最大的科技创新

园区。同时，香港也将支持深圳开发深

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的相关区域，双

方优势互补，共同构建具有集聚效应和

协同效应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备忘录》提出，河套地区的开发项

目以公益性为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将负责河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香港

科技园公司将成立全资拥有的附属公

司，负责“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上盖建

设、运营、维护和管理。深港双方将共同

成立“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发展联

合专责小组”，就园区开发及运作提供意

见，并提名若干成员获委任进入附属公

司董事局。

两地同意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

建设相关及辅助设施，包括建立“综合性

高端培训平台”，向全球顶尖高等院校

（包括香港、内地及海外高等院校）征求

办学建议，在非牟利的基础上，在园内开

办分校或新院校，集中提供与高新科技

有关的研究院及专业培训课程，培训相

关人才，与园内的设施产生协同聚集效

应。港深双方将共同推广“港深创新及

科技园”，吸引港深两地及海外企业、研

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推动园区发

展。据悉，今年上半年“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将公布。

业界专家指出，在河套地区建设的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及未来两地共同

构建的“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将成为

两地重要的科研合作基地和海内外科技

人才、项目聚集的平台，推动两地加强创

新创业合作。这既是中央关于两地合作

发展最新要求的落实之举，也是两地发

展的实际需要，符合香港长远利益，对深

圳加快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也

多有助益，更是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

合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竞争版图新亮点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据《深圳特区报》

记者从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委员会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天津市和河

北省共同组织制定、分别发布《京津冀跨

省市省级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规则》《道

路货运站（场）经营服务规范》两项交通

领域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这是继2015年6月首批京津冀区域

协同地方标准发布以来，第二批发布京

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近年来，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的总体要求，京津冀三地以交通一

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三个

重点领域为突破口，以首都标准化委员

会为平台，不断推广京津冀标准化合作

“3+X”模式，通过统一标准的制定实施

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根据商定，三地

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统一编号。本次发布

的两项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三地交通、标

准化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就标准文本

内容达成一致。

《京津冀跨省市省级高速公路命名

和编号规则》地方标准，借鉴了国内外相

关规范的成果，内容着眼于“交通一体

化”公众出行的需求，充分考虑现有高速

公路网命名编号规则，有利于规范跨地

区高速公路的公共标识、信息处理和信

息交换，方便行业管理和社会应用。据

悉，规则将于下半年实施，解决三地跨省

市省级高速公路“一路多名”“编号不一”

等问题，发挥高速公路的路网功能，提高

服务水平，更好地适应公路网络化、信息

化管理的要求。如连结北京、蓟州区、天

津的S1津蓟高速，其在天津市域内命名

为津蓟高速，在北京市域内命名为京平

高速，给百姓出行带来不便。统一命名

和编号后，其名称统一为 S3201京蓟津

高速，将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好的引导作

用。

《道路货运站（场）经营服务规范》地

方标准，结合京津冀三地特点和既有经

验，对道路货运站（场）的作业、服务、管

理、安全等内容提出要求：采取适当的政

策吸引部分掌握大量客户资源、长期从

事货运站场相关经营业务的中小站场经

营者，加盟大型货运站场，改变当前货运

站场良莠不齐、散乱落后的面貌，提升行

业形象；引导和培育大型货运站场树立

责任意识，承担起国家和省（市）政府赋

予骨干企业的任务。标准将于三个月后

实施，通过对货运站（场）经营者和入驻

业户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促进京

津冀货运行业协同发展，规范和引导货

运站（场）企业的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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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成首个GDP破万亿新区
形成四大千亿级产业

总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

地项目近日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开

工。2020年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超过

100亿美元，实现我国集成电路存储芯

片产业规模化发展“零”的突破。

此次开工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

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武汉未来科技城，

将建设 3 座全球单座洁净面积最大的

3D NAND Flash FAB 厂房、一座总部

研发大楼和其他若干配套建筑，其核心

生产厂房和设备每平方米的投资强度

超过 3 万美元。项目一期计划 2018 年

建成投产，2020年完成整个项目，总产

能将达到 30 万片／月，年产值将超过

100亿美元。

据介绍，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由紫

光集团联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湖

北省地方基金、湖北省科投共同投资建

设。以芯片制造环节为突破口，集存储

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晶圆生产与测

试、销售于一体，建成后，还将带动设计、

封装、制造、应用等芯片产业相关环节的

发展。

存储器是信息系统的基础核心芯

片，最能代表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经济效

益和先进制造工艺，同时也是我国进口

金额最大的集成电路产品。

据新华社

2016年，广州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5万

亿元，增长 8.1%。补短板方面，主要是补

创新型经济短板，出台实施《广州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全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

4700多家。去年1-11月，广州国内发明专

利申请量为 2.74万件，同比增长 64%。去

年，广州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提高至 46%。新引进世界

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

降成本方面，2016年，广州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精简 176
项市级行政审批备案事项。放宽市场准

入，去年 1-11月，全市新登记内资企业户

数同比增长 24.4%。优化通关环境，推动

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 版上线运

行。创新投融资机制，制定创新重点领域

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实施意见等。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方面，2016

年，广州推动产能优化升级，组织落后产能

摸查，主动淘汰印染行业落后产能7846万

米。有序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去年 1—11
月转出项目 148个，计划投资额 436.76亿

元。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2016年

广州金融业增加值预计同比增长 12%，

1-11月份全市直接融资余额1.34万亿元，

增长 35%。全年新增 10家上市公司、20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法人金融机构。

据《南方日报》

落马洲河套地区将建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京津冀发布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共同制定两项交通领域标准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武汉开工
芯片产业化实现零突破

补创新型经济短板 推进产业梯度转移

广州去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

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入海口两岸的修造船以及海工装备企业一片忙碌。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