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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5日发布《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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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这张施工图和任务书，广东将抓
好九大重点：优化提升空间发展格局、强化
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协同构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
活圈、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建粤港
澳合作发展平台。

鼓励开展首创性改革探索
广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分“三

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大湾区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构建起协调联动、运作高效的
大湾区建设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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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到2022年，大湾区基本形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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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到2035
年，大湾区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
流湾区。

从《实施意见》来看，广东坚持严格遵
循中央顶层设计，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坚持新发展理念，以规则相互
衔接为重点，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
代产业、生态文明、民生事业等重点领域深
化务实合作。

同时，积极主动开展首创性的改革探
索，全力建设一批支撑力强的平台载体，携
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
造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牵

引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
要窗口”。

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实施意见》明确广东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九大重点，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

比如在总体布局方面——优化提升
空间发展格局，发挥极点带动作用，强化
轴带支撑功能，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加快
形成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
市体系；强化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带
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构建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交通、信息、能
源、水利等为重点，打造内联外通、高效衔
接的基础设施网络。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建设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携手港澳加强创新基础
能力建设，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
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协同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粤港澳
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

推动改革开放方面——加快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

推动民生改善方面——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完善便利港澳同胞在
大湾区内地发展的配套政策，构建与国际
接轨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携手港澳加强污染联防联治，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深化与港澳互利合作方面——共建粤
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充分发挥合作平台的试
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高质量发展▶▷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据记者梳理，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行动计划》提出14条具体举措，亮点
频频。比如，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争
取国家在大湾区布局国家实验室，布局建
设重点领域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推进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等。

资金、设备、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有望
进一步加快。广东将出台支持港澳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的
政策措施；设立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
金，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开放申报渠道等。

促进创新将有力推动大湾区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方面广东
也提出了10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携手港澳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等亮点。

民生改善▶▷
超1/5举措聚焦建设优质生活圈

针对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医疗等民生
热点，《行动计划》明确了具体目标和举措。

其中，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圈的举措最多，共22条。比如，支持香港
科技大学等港澳高校落户广东，推动高起
点创建大湾区大学；率先实施更优人才居
留政策，在大湾区内地先行先试技术移民
制度等。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广东
将推进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建设。

开放合作▶▷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围绕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建
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等开放合作的重点内
容，《行动计划》提出多条政策“干货”。

其中，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方面，
广东提出深化营商环境改革、高标准建设
广东自贸试验区、全面放开港澳居民个体
工商户经营范围、推动扩大专业资格资质
互认范围、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等举措。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方面，广东
提出12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深圳前
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建
设，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等。

1.优化提升深圳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功能
2.打造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
合作示范区
3.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
合作示范
4.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5.支持中新广州知识城建设
6.支持珠海西部生态新区建设

7.支持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
服务示范区建设
8.支持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
建设
9.支持东莞滨海湾新区建设
10.支持中山翠亨新区建设
11.支持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
建设
12.支持肇庆新区建设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优化提升空间发展格局

1.发挥极点带动作用
2.强化轴带支撑功能
3.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4.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5.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

1.推动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
域发展新格局
2.加快建设大湾区连通东西两
翼沿海地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
以及贯通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大
通道
3.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

绿色发展
4.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琼
州海峡经济带、粤桂黔高铁经
济带等沿江、沿海、沿重要交通
干线的经济带和粤桂合作特别
试验区等跨省区合作平台建设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携手香港和澳门共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2.实施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发展计划和粤港粤澳联合创
新资助计划
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大
数据硅谷和国际数据经济创
新中心
4.出台支持港澳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科技
计划的政策措施
5.设立粤港澳联合创新专项资金

6.开展外籍创新人才创办科
技型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试点
7.鼓励港澳在大湾区设立创
投风投机构
8.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参与大
湾区创新型科技企业融资，鼓
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科技企
业进入香港上市集资平台
9.建立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
交换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10.联合港澳共建国际科技成
果孵化基地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
2.加快构建以广州、深圳为枢
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快
速铁路等出省通道为骨干，连
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国家
的陆路国际大通道

3.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
4.推动粤港澳在航运支付结
算、融资、租赁、保险、法律服
务等方面实现服务规则对接
5.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6.打造智慧城市群

协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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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
新中心
3.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
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
形成若干产值超万亿元的新
支柱产业
4.携手港澳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5.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保险服
务中心建设
6.携手港澳建设国际物流枢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
态廊道
2.实施粤港珠三角空气质素
管理计划
3.开展粤港澳土壤治理修复
技术交流与合作

4.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5.探索建立粤港澳固体废物
再生循环利用合作机制
6.推动建立大湾区绿色产品
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
7.推进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1.推进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及香港
大学（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
（医学院）落户广东
2.探索建设国际化大学城园
区
3.制定在粤就读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学生与内地
学生同等享受交通、旅游门票
等优惠政策
4.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人才港
5.支持共建世界美食之都，加

快推进“粤菜师傅”工程
6.制定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参加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实施办法
7.支持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提
供主体在珠三角九市按规定
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设
置医疗机构
8.推动港澳居民在医疗、养
老、住房等民生方面享有与内
地居民同等待遇
9.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大湾
区内地购房（租房）政策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1.推动商事登记“银政通”服
务向港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拓展
2.推进粤港澳投资跨境商事
登记全程电子化
3.推动建设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
4.探索在深圳前海、珠海横琴
和广州南沙特定区域建立与
港澳趋同的服务管理模式
5.争取自贸试验区扩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通道
6.研究制定全面放开香港和
澳门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政策
7.研究探索允许两地牌机动
车通行多个口岸
8.推动粤港澳金融机构在跨
境融资、资产转让、跨境担保
等跨境人民币同业合作，打造
人民币跨境使用示范区
9.支持符合条件的粤港澳机
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
基金
10.推进粤港澳专业展会合
作，建设广东产品全球展览平
台网络

广东怎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2020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022年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发展活力充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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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广东发布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意见，明确“施工图”

抓好九大重点 建设一流湾区

百条举措助力湾区发展
记者从最新发布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了解到，广东推出100条重点举措，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的九大重点任务。

据南方日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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