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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起笔就不凡

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粤芯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厂区正在进行量产前的

最后准备。“我们 2017年 12月成立，2018
年5月生产基地开始动工，预计今年9月

开始试量产。这是世界级的速度。”粤芯

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海明说。

大湾区跑出新速度背后，一个个重

大项目快速起步、快马加鞭，让人们对这

片热土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

手笔。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总人

口约7000万人，作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幅铺陈在

南海之滨的恢弘蓝图，注定起笔不凡。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

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

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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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鼓声声催人进，不待扬鞭自奋蹄。

2018 年 8 月 15 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四天

之后，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

导小组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举全省之

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员令迅

速传遍南粤大地。

今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2月

27日，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

会议在广州召开，“扎扎实实抓好《规划纲

要》任务落地落实”的部署令掷地有声。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

2018年8月以来，广东先后召开四次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确保大

湾区建设始终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广东大地，热潮涌动。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基地建设等 6个专项小组相继成

立，并提出“三步走”目标：到 2020年，大

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在规则相互衔

接和资源要素便捷有序流动等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到 2022 年，基本形成活力充

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

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到2035年，全面

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百舸争流千帆竞

近日，经广东省政府同意，广东省发

改委正式印发《东莞滨海湾新区发展总

体规划（2019—2035年）》。这是《规划纲

要》出台后，广东省政府审议通过的首个

省级新区发展规划。按照规划，从滨海

湾站出发，乘坐轨道交通 6 分钟到达深

圳、35分钟到达广州、40分钟到达香港，

“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再添新优势。

2018年 10月 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

开通。如今，港珠澳大桥口岸已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货运通关，日均客流量超7万

人次，港珠澳大桥成为粤港澳三地要素

流通的重要途径。

同样繁忙的还有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港铁公司介绍，自 2018 年 9 月通车

至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已接载超过

1400万人次旅客往来香港和内地城市，

日均乘客超过5.4万人次。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正焕发

出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而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让创新要素沿

着新通道开启加速度。

今年 1 月，作为广东省政府 2019 年

“一号文件”——“科创 12条”《关于进一

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对外

公布。其中，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向港

澳开放、省财政科研经费可跨境港澳使

用的改革突破，令不少港澳高校和科研

机构大感振奋。

如今，沿着广深港澳科创走廊，串起

了广州琶洲、东莞松山湖、深圳南山等数

十个宛若明珠的创新产业园。舒糖讯息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CEO何耀威说：“香

港科技企业的市场空间大大扩容了，在大

湾区，我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是

粤港澳大湾区的另一使命。

今年 4月 9日，来自日本及粤港澳三

地的 1000多名政商人士齐聚东京，参加

由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粤港澳

大湾区推介会”。“大湾区已成为日本经

济界越来越重视的地区，日本企业非常

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措施的落地。”日

中经济协会专务理事杉田定大说。

6 月 20 日，粤港澳三地政府携手在

巴黎共同主办“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环境

推介会”。像这样的推介会，今年一共有

10场。澳门基金会研究所副所长杨道匡

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以联合起来，

共同发起海上丝绸之路沿岸联盟。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为粤

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也为内地与港澳

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

今年 3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

发《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的通知》；6月，广东省财政厅公布贯

彻落实大湾区个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明

确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其在珠三角缴纳的个税税负差

额，由九市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至此，这

一此前仅适用于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的

优惠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大湾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强

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建设美丽湾区。

3 月 23 日下午，1700 名市民伴随着

蒙蒙细雨，在从化马场观看了一场世界

级水平的纯演示性速度马术比赛。这是

从化马场自去年 8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

首次举办赛事，也是香港赛驹首次在内

地参与速度马术比赛。

香港青年施嘉祖说：“以前会觉得我

是香港人，现在可以说，我是粤港澳大湾

区人。”

时不我待奋勇先

闻鸡起舞，日夜兼程。

就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两周年之际，广东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又出实招，正式发

布《实施意见》以及《三年行动计划》。

广东省大湾区办负责人介绍，《实施

意见》主要着眼长远发展，对标大湾区到

2035年的建设目标，对未来十多年广东

省要重点推进落实的大事要事进行谋

划，突出战略性和协调性。《三年行动计

划》主要是着眼中期安排，把近中期看得

比较准的、可以加快实施的重点工作进

行分工部署，进一步量化阶段性目标。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广东正一步

一个脚印，对照《规划纲要》列出了详细

的“任务清单”，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按图

施工”、逐一落实、循序推进。

湾区建设，交通先行。

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极点带动作用

和强化轴带支撑功能，离不开交通等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6 月 26 日，横跨珠江口的跨江通道

工程——深中通道的第一节沉管钢壳开

始浮运，前往桂山岛的沉管预制厂进行

混凝土浇筑。深珠通道正在加紧规划

……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驶入

快车道。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布局加快

“落子”，将依托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

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快速交通网络与港

口群和机场群，加速形成高效连接的网

络化空间布局。

湾区建设，产业为基。

全世界每生产 10部智能手机，有一

半是“广东制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构

建起以电子信息、家电和汽车为支柱的现

代产业体系。这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

坚实基础。《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打造电

子信息、汽车、智能家电、机器人、绿色石

化五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湾区建设，创新为核。

一条闪亮的“广州—深圳—香港—

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正在粤港澳大湾区

加速形成，越来越多的创新要素向其靠

拢。这条科创走廊将创新资源串珠成

链，形成重要的创新高地。创新合作，粤

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前景广阔。广东将

携手港澳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面

向重大科技领域持续攻坚，抢占科技竞

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据《南方日报》

宁波是有名的制造之都，2018年全市

工业总产值超过2万亿元，居浙江省首位；

全市形成了绿色石化、汽车制造、高端装

备、关键基础件（元器件）、新材料等一批产

业集群，有28家企业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数量居全国首位；企业主导产品市

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和全球第一的分别有

149家和36家。

虽然成绩喜人，但核心竞争力不强、资

源配置效率不高、产业空间不集中等问题，

也制约了宁波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加快集聚产业升级新动能，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宁波着力建设“246”
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吹响了加快实体经济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所谓“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是指

宁波力争到 2025年在全市培育形成绿色

石化、汽车制造 2个世界级的万亿元级产

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软

件与新兴服务 4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5000 亿元级产业集群，关键基础件（元器

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

文体用品、节能环保 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

元级产业集群。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

长张世方说，宁波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就是要充分发挥现有产业基础优势，

依托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工业集聚区，不

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推动产业创新。

宁波将产业提质扩量与关键核心技术零

部件攻关“两条战线”一体推进。宁波前湾新

区、甬江科创大走廊、宁波软件园……一批重

大战略举措扎实推进；国科大宁波材料工

程学院、浙大宁波“五位一体”校区、上海交

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一批强校强院

强所加快引进，将为“246”万千亿级产业集

群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宁波的各个县市区积极参与“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作为绿色石化、汽

车制造两个万亿级产业承载区的宁波北仑

区，聚焦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等优势

产业，将努力打造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的龙头企业，打造“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示范区。而作为浙江省有名的工业强区，

鄞州区今后每年要引进1个以上百亿元、5
个以上 50亿元项目，同时大抓企业集群，

以龙头带骨干、大企带小企，加快形成千亿

领跑、百亿支撑、亿元集聚之势，做“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的“全优生”。

当前，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发

展势头强劲。全市正在研究谋划新一轮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对重点产业、重点领

域给予“滴灌式”支持，提供全方位服务和

保障。按照规划，到 2025年，宁波研发投

入强度将提高到 3.4%，每个产业集群建成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以上，基本形成集

聚高层次、网络化、全链条的研发创新网络

体系。 据《经济日报》

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已经明确

奋进大湾区 乘风破浪时
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宁波先进制造业
发展势头强劲

深中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图为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锚碇围堰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炎炎夏日，广州市南沙区

龙穴岛上，深中通道沉管隧道

首个管节钢壳顺利出运，意味

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又一个“超

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狮子洋入海口，南沙大桥

一桥飞架，车辆往来穿梭。作

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

布后首个投用的重点工程、民

生工程，南沙大桥打通了大湾

区互联互通的新动脉。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近日，广东正式发布《关

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以及《广

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这是广东推进大湾区

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

书——分“三步走”，布局缜

密，全面铺开；百项任务，方向

明确，蓄势待发。

此时，距离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见证《深化粤港澳合作推

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

署，恰满两年整。

特别是 2019 年 2 月 18

日，《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以

来，大湾区建设进入了全面实

施、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广东

携手港澳，一步一个脚印，推

动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的美好愿景加快成为现

实。

号角再次吹响。大湾区

愿景清晰可见，美好蓝图徐徐

展开……

南京江北新区日前正式发布《南京江

北新区集成电路人才试验区政策（试行）》，

实施集成电路领域全链条人才引育，积极

推进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人才试验区建设，

这是继“创业江北”人才十策及优化升级2.0
版发布实施后的又一新区产业人才新政。

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

副书记罗群表示，南京江北新区还将筹建

“集成电路产业协同创新学院”等配套服务

项目，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生态

体系。

《南京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人才试验区

政策（试行）》覆盖了人才引进、留才奖励、

人才培训培养、生活配套 4个方面共 10条

举措，不仅设立了 IC设计专项奖，还将给

予核心团队最高1000万元的奖励，同时在

落户安居、子女教育、健康医疗、个人所得

税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优惠扶持，建立起

从集成电路人才金字塔尖到塔基的全方位

人才政策体系，为江北新区“芯片之城”建

设提供“芯动力”。 据《经济日报》

南京江北新区为
“芯片之城”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