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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區廣州開發區：

力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中心核心樞紐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為廣東新時
代改革開放創新提供了重大發展平台。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誓
言，搶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機遇，圍繞 「世界知識城、灣區創新源、
國際人才港」 目標，全面對接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全力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創新中心核心樞紐。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因改革而生、伴開放而長、靠創新而強，並屢創

「黃埔奇跡」 ：2018 年，該區工業總產值佔廣州市半壁江山，躍居全國工
業百強區第二，廣州開發區綜合考評排名全國第二、科技創新居全國第一，
創造了黃埔質量；2018 年，成功獲批全省首個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實驗區，
獲評 「2018 年度中國十佳營商環境示範縣市」 ，在全國首推政務服務 「秒
批」 事項，創造了黃埔標準；2018 年，四項成果榮獲 2018 年度國家科學技
術獎，躋身科技部十大世界一流科技園區建設行列，創造了黃埔活力。

拓展四片聯動新內涵 打造「四區四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集結號已然吹響。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也掀起了粵港澳合作的新一輪熱潮，圍
繞 「世界知識城、灣區創新源、國際人才港」目
標，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創新中心核心樞紐，該區將
中新廣州知識城、廣州科學城、黃埔港、廣州國際
生物島作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四大核心引
擎，打造成為粵港澳創新合作的主陣地——奮力建
設知識城粵港澳大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把知識城
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知識中心；奮力建
設科學城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先行區，把科學城
打造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智造中心；奮力建
設黃埔港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服務創新區，把黃埔港
打造成為服務港澳的新貿易創新中心；奮力建設生
物島粵港澳大灣區生命科學合作區，把生物島打造
成為世界頂尖的生物醫藥研發中心。

科學城：大灣區制度創新先行區
在廣州科學城，該區將傾力建設科學城粵港澳大
灣區制度創新先行區，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
智造中心。2018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時隔十年
再次親臨科學城視察，並深情寄望科學城五年實現
大變化。該區牢記總書記囑托，以提升發展能級、
實施智造工程、創新智造業態為抓手，打造活力迸
發的科學城。近期，該區推出了科學城第三次擴容
規劃，自目前的 37.47 平方公里，發展到此次規劃
中的 144.65 平方公里，此舉也是廣州科學城向總書
記交出的首期 「答卷」。
廣州科學城是全國最早提出 「科學城」定位的高
新技術產業集聚區，是廣州高新區的主體園區、珠
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核心園區、廣深港澳科技
創新走廊十大核心創新平台之一，建成生物、電子
信息等 14 個國家級產業基地（園區），擁有科技
企業孵化器加速器 360 萬平方米，聚集 3200 多家科
技企業和 500 多家研發機構，以廣州科學城為核心
區的廣州高新區位列全國高新區第九名，躋身中國
十大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序列。
廣州科學城具有產業規模大、創新能力強、質量
效益優、港澳企業多等發展優勢，將主動擔負國家
使命，對標國際和港澳地區，在 「
一個灣區、兩種
制度、三種法律、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背景
下，探索以制度創新破解粵港澳合作難題，率先建
設廣州科學城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先行區。

知識城：大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
在中新廣州知識城，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將全力

廣州開發區打造國家級營商環境改革實驗區， 「到黃埔去，到人才和企業離成功最近的地方去」 正
成為全球高端科技創新資源的第一選擇。圖為有着 「華南硅谷」 美稱的廣州科學城。
建設知識城粵港澳大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打造具
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知識中心。目前，該區將加速
推動知識城總體發展規劃（2018-2035）落地，把
知識城打造成為廣州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平台。
具體而言，該區將結合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
劃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價值創新園區：其中數字經
濟、海洋經濟創新園，將打造多功能數字經濟、海
洋經濟產業樞紐；在國際生物醫藥創新園，將打造
世界生物醫藥龍頭企業集聚區、國際一流的生命科
學研發協作示範區；在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綜合
孵化園，將打造未來尖端科技中心、實驗室、中小
企業孵化器等創新創業載；建設知識城國際領軍人
才集聚區，打造集院士工作站、國際領軍人才創新
創業園、科技孵化器等於一體的智力密集型高端創
新創業園區。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將圍繞打造 「
知識產權制
度創新實踐探索區」的核心戰略目標，積極推動知
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逐步實現知識城範圍專利、
商標、版權行政管理職權 「三合一」。
作為全國唯一經國務院批准的開展知識產權運用
和保護綜合改革試驗區域，該區先後獲評國家知識
產權示範園區、國家專利導航產業發展實驗區、國
家知識產權投融資試點，並出台了國內首創的知識
產權 「
美玉十條」政策，規劃建設了知識產權服務
園區，集聚了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廣州知識產權仲
裁院、國家專利局廣東審協中心、中國（廣東）知
識產權保護中心、廣州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等眾多知

識產權平台，打造了涵蓋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
護、管理、服務全鏈條的生態體系，已成為國內知
識產權高端資源最為豐富、齊全的區域，知識產權
的運用和保護已成為該區營商環境改革創新最響亮
的品牌之一。
目前，規劃建設佔地 622 畝、總投資 90 億元的知
識產權服務園區，引進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廣州知
識產權仲裁院，廣東省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廣
東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形成了集司法、
調解、仲裁、行政執法、快速維權於一體的立體式
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多元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
制。

生物島：大灣區生命科學合作區
廣州國際生物島是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重要
節點核心區，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將努力建設生物
島粵港澳大灣區生命科學合作區，打造世界頂尖的
生物醫藥研發中心。
目前，生物島已打造世界頂尖的生物醫藥研發中
心，並成功舉辦第二屆官洲國際生物論壇，共議
「粵港澳大灣區生命科學協同創新與發展」；華南
生物材料出入境公共服務平台落地運營，據不完全
統計，目前平台已經承擔廣州市近 50%以上的生物
材料出入境公共服務工作。
此外，廣州再生醫學與健康廣東省實驗室建設也
順利展開，並制定了實驗室 2018-2020 年發展建設
規劃，提出再生醫學省實驗室政策創新政策清單並

獲得批准，成立了學術委員會和項目評審委員會，
開展了首批資助項目，通過引進科研團隊開展與馬
普、劍橋等進行國際合作，與企業共建創新研究
院、知識產權交易服務中心。
全國創新生物醫藥創業投資服務聯盟也在這裏成
立，將積極推動生物醫藥行業領先的創投基金和創
新生物醫藥企業落戶廣州，優先落戶黃埔區、廣州
開發區，推動生物醫藥技術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
打造全國創新生物醫藥專業投資生態圈。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促進會也將於今
年 11 月在廣州國際生物島成立，將採用 「政+企+
學+研+臨床+資本」相結合的創新合作模式，打造
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生物醫藥產業高地。
為了爭取生物醫藥產業政策先行先試，黃埔區、
廣州開發區還加快起草了《關於在廣州國際生物島
實施先行先試政策建設國際生物醫藥研發高地的建
議》，並大力爭取省市相關政策支持。

黃埔港：大灣區現代服務創新區
黃埔港位於中國廣州市東南部珠江口內的北岸，
華南地區最大的沿海和遠洋交通運輸樞紐華南地區
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為推動黃埔港煥發新活力，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將開創新貿易模式，奮力建設
黃埔港粵港澳大灣區現代服務創新區，打造服務港
澳的新貿易創新中心。
該區將謀劃新貿易集聚區，加速建設魚珠灣總部
集聚區，加快中俄金融中心、中國黃金灣總部落
地，推進中國軟件 CBD 總部、廣州日報多媒體融
合中心、華南國際港航中心和魚珠保利等重大項目
建設，提升大沙、穗東新貿易城市客廳，把珠江東
十公里黃金岸線打造成世界級新貿易濱水區。
此外，該區還將在黃埔港發展新貿易新業態，重
點建設香港港喂給港，大力引進新型跨境電商、數
字貿易、智能貿易、港航服務等業態，高水平建設
黃埔國際郵輪港，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航運研究
院，設立港航智庫研究院、港航俱樂部，打造 「
製
造+貿易」新典範。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將在這裏實施新貿易新機
制，全面推進黃埔港升級改造，深化海運口岸 24
小 時 通 關 服 務 改 革 ， 推 行 通 關 與 物 流 「並 行 作
業」，探索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同船貨運模式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的目標是，通過增強空間互
聯、產業互動、政策互通，打造 「
四區四中心」，
並以此聯動推動廣州科學城五年大變化，率先在大
灣區建設中全面展現黃埔新擔當新作為。

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落戶廣州高新區
今年 4 月 14 日，廣州高新區、廣州開發區、黃埔區
與香港新華集團簽署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總投資
將不少於 100 億元，合作內容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是
在廣州開發區西區共同建設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將
其建設成為內地與香港規則相互銜接的粵港澳大灣
區制度創新先行區，創造國際一流的投資環境。

粵港合作的先行者
作為對外開放的示範窗口，廣州開發區、黃埔區
實際上也一直是粵港合作的先行者，廣州開發區內
第一個建成投產的外資項目——雲海加油站，就是
港資項目。自 1984 年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以

來，迄今引進港資企業 2000 多家，以屈臣氏、電
訊盈科、李錦記、港華燃氣等知名企業為代表的港
資企業，全面助力廣州開發區率先實現工業化。
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香港新華集團華南區總
部、企業大灣區總部辦公區、智能交易及服務中
心、人工智能體驗中心、水陸交通樞紐一同落戶廣
州開發區，將充分發揮運用新華集團在香港工商界
的影響力和網絡資源，聚焦生物醫藥大健康、人工
智能、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
業，導入香港再工業化項目，結合廣州開發區西區
的產業振興和升級改造規劃，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
將力爭打造成為穗港再工業化合作示範區，推進西

區的產業振興，合力擦亮 「
黃埔智造」品牌。
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落戶廣州開發區，另一個重
要的使命是探索與香港在營商環境和投資貿易便利
化方面的先進規則進行對接，力爭將穗港智造合作
區建設成為內地與香港規則相互銜接的粵港澳大灣
區制度創新先行區，為園區企業創造生產要素高效
流通、人員往來高度自由的國際一流投資環境。
在改善營商環境方面，該區在 2018 年已創造了
黃埔標準，並成功獲批廣東省首個營商環境改革創
新實驗區，獲評 「
2018 年度中國十佳營商環境示
範縣市」，搶先出台民營及中小企業 18 條，在全
國首推政務服務 「
秒批」事項。

未來，在營商環境改革中手持金字招牌的黃埔
區、廣州開發區將深耕制度紅利，把優化營商環境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頭號工程，主動擔負國家使
命，對標港澳、新加坡，在要素流通、投資准入、
信用體系等方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規則機制，以此
釋放制度紅利，讓黃埔營商環境更出彩。
廣州開發區、黃埔區也掀起了粵港澳合作的新一
輪熱潮，該區正全面對接港澳資源的步伐持續提
速，不斷強化粵港澳合作的布局，在產業體系建
設、科技創新、公共發展平台構建等各個領域展開
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全力擁抱大灣區機遇，贏得發
展先機。

中新廣州知識城致力於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
中新廣州知識城致力於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
，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知識中心
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知識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