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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粤港合作

联席会议第二十次会议 18 日在香港举

行，粤港双方同意就港珠澳大桥、广深港

高铁、莲塘/香园围口岸等即将开通的重

大跨境基建项目提早规划，深化联系，进

一步方便香港市民在内地就业、生活。同

日，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

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这

标志着粤港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粤港合作是粤港澳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约 1亿人口，面

积 56000 多平方公里，GDP 规模约 13000
亿美元，与旧金山、纽约、东京等成熟的世

界大湾区城市群相比毫不逊色。近年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粤港澳合作

不断向纵深推进，南中国的又一新传奇正

在诞生。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

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

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粤港两地毗邻而居，自改革开放以

来，广东就是香港企业赴内地投资的首要

目的地之一。截至 2016 年底，广东省累

计设立香港直接投资项目约 14 万个，实

际吸收外资2559亿多美元。

近年来，随着广东鼓励企业转型升级

政策的出台，高技术行业逐渐成为香港投

资广东的重点。港企投资领域从传统的

纺织、化工、机械等行业，加快投向电子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及现代服务业等。特

别是随着粤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两地服务业合作发展态势良好。

据统计，2004年至 2016年，广东共批

准港资服务业项目 34944个，实际吸收外

资 791亿多美元，分别占同期香港在粤投

资总额的55.5%和49%。信息、科技研发、

工业设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高附加值

的现代服务业成为粤港合作重点领域。

金融也是粤港澳合作的一大亮点。

截至今年 8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内

9市与港澳发生跨境人民币业务 8.9万亿

元，占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的 68%。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定期与香港、澳门

金管局举行粤港、粤澳金融合作例会，与

商界代表会晤，积极推动三地金融机构开

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

金融合作是粤港澳三地合作不断深化

的一个缩影。在过去数十年间，三地已形

成成熟的合作机制。以粤港合作为例，

1998年以来，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框

架下，双方对口部门成立了31个专责小组，

涵盖了策略研究、经贸金融、社会民生、口岸

基建、区域合作、应急救援等合作领域。

经济领域之外，粤港澳合作深化的另

一大重点是民生领域。今年 4月 1日起，

广东全面推进供港澳蔬菜信息化溯源管

理，目前已覆盖 46家加工企业、245家种

植基地，并将逐步推广到鲜奶等供港澳食

品。

“现在每天有 500 多辆货车、10 多艘

船只满载着各类鲜活食品农产品运往香

港，为 700多万人提供每日饮食之需。”广

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孟传金说，借

助于“互联网+”监管新模式，广东不断提

高供港澳食品安全质量，打造粤港澳优质

生活圈。

在 18 日的联席会议后，粤港双方签

署了 7 项协议及意向书，包括劳动监察、

知识产权保护、医疗、高等教育、科技创

新、青少年交流及建筑工程等多个方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此

次会议双方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3
个重点，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实现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讯

流和资金流的互联互通及将香港的优势

产业落户大湾区。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此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广东将继续在民生领域与港

澳深化合作，加强跨境公共服务建设，促

进教育、医疗和养老以及食品安全、环境

保护、控制疾病等领域合作，为跨境工作

生活的居民提供便利，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优质生活圈。

对于澳门而言，粤港澳合作也是其积

极融入国家发展，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化的

必经之路。今年 7月签署的《深化粤港澳

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除继续

肯定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

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外，还首次提

出将澳门建设成“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日前，港澳两地特区政府签署了《香

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港澳

CEPA”）。协议覆盖货物贸易开放、服务

贸易开放、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知识

产权等多项内容。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表示，

随着“港澳 CEPA”的签署，内地与香港、

内地与澳门、香港与澳门之间均完成了

CEPA的签署，内地与港澳形成了更加优

惠的自由贸易环境，产业叠加效应明显。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粤港澳大湾区人流、

物流、资金流相互融合的软硬件条件将日

趋完善。

“未来，粤港澳一定是世界上非常重

要的大湾区城市群。”郭万达说，国家战略

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规划，考虑到了交

通、地理、人口和产业集聚等多方面因素，

十分具有前瞻性。粤港澳三地应共同努

力，将这一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深圳创业投资一片“活水”，本土创

投机构数量、质量全国领先。记者从近

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上举行的中国（深圳）创业投资高峰论

坛上获悉，深圳早在多年前设立创业投

资引导资金，营造良好创业投资环境，目

前正在研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发放政策扶持的

“大红包”。

“真金白银”扶持

经多年培育，深圳拥有一支庞大的

“创投军团”。截至目前，深圳活跃的创

投机构超 5200多家，累计管理创业资本

近 1.5 万亿元，累计投资项目 7000多个，

累计投资总额 3000 多亿元，其中 40%投

资深圳地区。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深

圳创投背景的企业占1/3以上。

深圳创投机构的勃兴，离不开深圳

良好的创业环境、喷涌的新兴业态。更

重要的是，深圳市政府一直以“真金白

银”扶持着各类创投机构开展各项投资

业务。据悉，作为扶持深圳创新创业发

展最大的政府财政资金，深圳市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在 2009 年设立。2015 年 8
月，深圳市政府决定设立远期总规模为

1000 亿元的引导基金，并注册了引导基

金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倪泽望

在论坛上透露，截至2017年10月底，深圳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共评审通过 101只子

基金，承诺出资 587亿，全国领先。在投

资项目方面，子基金合计已投资项目 681
个，投资金额 428.57亿元，其中已投资深

圳项目 271个，投资领域涵盖信息科技、

生物科技、健康和新能源等产业。

政策措施“放大招”

深圳创业投资正迎来重大利好。据

透露，深圳将在政策措施上“放大招”，进

一步支持深圳创投业发展。

令人期待的是，深圳正在进行研究，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市政府引导基金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释放更大的“政策红

利”，包括新增政府引导基金的让利条

款、放宽政府引导基金出资和投资限制、

加大对初创期天使期投资的政府扶持力

度、为海外优秀基金管理人的海归创造

条件、加大对不诚信基金管理人的惩处

力度等。

同时，深圳将出台风险投资政策，尤

其是对早期的建设投资、创业投资发展，

政府财政给予奖励、补贴和减免。值得

一提的是，50亿天使母基金即将推出。

“创业投资具有投早、投小、投新、投

长的特征，同时对支持双创和产业转型

升级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政府充分发

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强政策支持。”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张小艾认

为，政府要完善创投税收政策，建立创业

投资与政府项目对接机制，研究鼓励长

期投资政策措施，优化创投环境，加快形

成“创业+创新+创投”的良好格局。

据《深圳特区报》

日前，2017 中国光谷国际人工智能

产业峰会举行。会上，武汉光谷出台全

国首个区域性人工智能产业新政。同

时，发布《东湖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规

划》，将这个与量子通信、脑科学等并驾

齐驱的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重大项目，

作为引领光谷未来的前沿产业来打造。

到 2020 年，光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预计达1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500亿元。

此番出台的光谷人工智能新政，共

有7条，将从产业专项资金、人才落户、企

业落户、平台建设、创新应用和产学研等

六大方面给予支持。

根据政策，光谷每年设立的人工智

能专项资金不低于 2亿元。领军企业和

“独角兽”企业落户，最高奖励2000万元，

引进的高级技术人才，每人最高发100万

元“大红包”。

对于在光谷新设总部、第二总部、研

发中心的领军企业和“独角兽”，单个企

业的奖励甚至高达 1亿元。落户 3年内，

企业研发人员规模每增加 100 人，给予

1000万元企业发展奖励。

东湖高新区科创局负责人介绍，人

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信息过程的

一种模拟，本质上是为了研制出具有类

人智能的机器，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

类智能。它的核心，是通过深度学习神

经网络等算法，开展计算机视觉、智能语

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理解、

智能决策控制，以及新型人机交互。而

基础，是依靠大规模计算平台及海量数

据库的计算能力。

为此，光谷将开展政府公共数据资

源开放共享先行先试，将人工智能技术

赋能于交通、医疗、教育等民生保障服务

相关领域，推动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和

应用推广。凡在光谷投资建设人工智能

计算能力平台，或与高校院所合作建设

人工智能研究、检验检测等平台的领军

企业、“独角兽”、产业联盟，最高奖励

2000万元。

在光谷，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计算

机视觉、无人系统、生物特征识别等关键

技术上，具备研发优势，形成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

如天远视科技公司的光学三维自动建模

算法、虹识技术公司的虹膜识别芯片、光

庭信息的无人驾驶示范运营专线、库伯

特科技公司基于深度学习的柔性制造协

作机器人等。

但是，光谷尚未出现人工智能领域

的“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也仍然缺

乏。新政的推出，将令光谷人工智能的

竞争力不断加码。 据《湖北日报》

日前，由以星、德翔、高丽、宏海、森

罗五家船公司合作开辟的波斯湾航线

正式在天津港上线运营。这是今年以

来天津港成功开通的第六条外贸集装

箱班轮航线，也是继 THE 联盟的欧洲线

和达飞的印巴线之后开通的第三条“一

带一路”集装箱班轮航线。该航线的成

功开辟，是天津港集团公司迅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又一重要举措，对

天津港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

重大意义。

天津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海陆交

汇点，120余条集装箱班轮航线覆盖国内

各主要沿海港和东北亚、东南亚、欧洲、美

洲、波斯湾、地中海、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运港，

也是亚欧大陆桥东部最近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港集团公司

坚持聚焦陆海内外联动、服务东西双向

互济的发展思路，以优先发展集装箱业

务为主抓手，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和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

在不断做优做大做强海向航线网络的同

时，主动布局腹地东中西地区陆向物流

网络。目前在京、冀和河南、山西、陕西、

内蒙古、宁夏、新疆等 9 个省市及自治区

辟建了 25个内陆“无水港”和多个区域营

销中心，开通了 10余条海铁联运班列，初

步形成了多层级的现代化海陆双向物流

网络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天津港国际集

装箱枢纽港地位。

据悉，此次开通的波斯湾航线共投入

6 艘 6500TEU 型集装箱船舶进行周班运

营。该航线从天津港出发，途经巴生、科

伦坡、卡拉奇、杰贝阿里、新加坡等国内外

港口，航线辐射东南亚及中东等沿线国家

和地区，为天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加

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打通了又一

条海上运输通道。

据《滨海时报》

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城市群

粤港澳合作向纵深推进打造新传奇

第三条“一带一路”集装箱班轮航线开通

天津港服务“一带一路”能级再提升

深圳将推出50亿天使母基金
政策措施放大招释放更大“红利”

武汉光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新政
“独角兽”落户最高奖1亿元

近日，全球著名航空航天技术公司空

中客车公司和深圳市投资推广署签署合

作备忘录，空中客车（中国）创新中心正式

落户深圳，这是空客公司在亚太地区唯一

一家创新中心。

据悉，作为空客公司独资的法人主

体，空中客车（中国）创新中心主要从事无

人运输、城市空中交通、客舱VR/AR、飞

行器电气化、数据连接等新兴产业领域的

投资、孵化、合作和并购，致力于打造以航

空航天高端研发和先进制造产业链为核

心的软硬件一体化生态系统，并加快相关

领域的研发、应用和产业化。

空中客车中国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

罗岗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空客中国创

新中心的使命是依托空客的全球领先技

术，与深圳当地优势产业、优势技术结合

起来，更快更好地推动在航空航天领域

的创新。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副署长张非梦表

示，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迅速，已形

成众多优势产业链，具有技术研发、产业

化、国际拓展等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

该创新中心将充分结合深圳科技创新

近年来的成果，通过与本地人才和企业

合作，实现技术的进步，形成新的业务

增长点。

据《深圳特区报》

空客（中国）创新中心落户深圳

深港合作开发的河套地区将打造世界级高新科技区。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