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深度协同时刻”
粤港澳大湾区爆发新动能

打开地图，一条从广州途经
东莞到深圳的科技创新走廊，如
今延伸至香港、澳门，标志着要
素流动正在寻求在粤港澳大湾
区全境打通，这里是世界夜景卫
星图灯光最璀璨的区域之一。

在位于这条创新走廊北部
顶端的广州开发区，留美博士袁
玉宇有一种“超现实的爆发感”：
他回国创办的迈普公司，迅速成
长为一家全球生物3D打印领导

者名单的企业。
袁玉宇的爆发感，准确界定

了“湾顶明珠”广州开发区的近
年发展态势：重点打造中新广州
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国际
生物岛、鱼珠CBD四大战略创
新平台，形成四片联动，一条世
界级高端产业轴线日益清晰。

沿走廊南下，就是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的另一个重要节
点——东莞松山湖。这个被称

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正从香港
等地科研成果转化“试验场”向
科技创新“策源地”，发生惊人的
蜕变。

一路向南。深圳和香港携
手高歌猛进，迈向全球创新引领
区。2018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
发布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深圳—香港地区名列全球

“最佳科技集群”第二名。

深港之外，澳门、珠海联动
互通，创新互补不断加强。

随着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
廊加快布局建设，一条融研发、
转化、制造于一体的创新通道正
在粤港澳大湾区快速打通，新技
术、新思维迅速跨界融合。

这条媲美美国“128公路”的
创新走廊，正以要素的流动聚合
重构创新生态，赋能未来。

新华社深圳1月10日电

科技创新走廊从广深延伸港澳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据
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
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
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秘书行政司联合下发关于港
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
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内地（大陆）
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
民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有
效证件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

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通知要求，港澳台居民申请
教师资格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港
澳台居民申请教师资格，应达到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
的相应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通知指出，港澳台居民持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大

陆）居住所在地申请参加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港澳居民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持五年
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可在内地(大陆)申请参加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在考试所在
地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
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其他条件、程
序和提交材料与内地（大陆）申
请人相同。在内地（大陆）就读
师范专业的港澳台居民执行就
读省份相应师范生政策。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可申请
中小学教师资格

2019年1月13日起，郑州-
澳门直飞航班NX087/NX088将
由过去的每周三班增至每周四
班，实现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
各执行一班往返。其中，NX087
航班郑州起飞时刻为 11 时 50
分，到达澳门的时间为14时35
分；NX088航班澳门起飞时间为
8时20分，到达郑州的为10时50
分。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河南郑州直航澳门航班

每周增至四班

港澳简讯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协同发展
进一步加快。广州与香港两港之
间年集装箱吞吐量已超270万标
箱，占广州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的
近40%。今年广州港还将加快粤
港澳大湾区重点航运枢纽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开通广州琶洲至香
港国际机场、香港市区、澳门等水
上客运快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广州与香港年集装箱

吞吐量突破270万标箱

世界经济版图，一个新亮点愈加凸显。
这是新时代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粤港澳加大协同力度，吸引

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推动要素联动流动。南海之滨，掀起科技协同创新热潮。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磨砺科创能力，为全球经济增添新动能。

拥有国际一流大学及全国
高等院校170多所；拥有40余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以及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
业基础雄厚，电子通信、互联网、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
集聚华为、腾讯等一批领先世界
的创新型企业……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创
新资源的“家底”清单。然而，和
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科技创新质

量和效率仍存差距。
突破口在于科技协同创新。
几个月前，粤港保护知识产

权合作专责小组在广州召开会
议，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
合作新机制，目标直指粤港澳科
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体制鸿沟”。

2018年12月19日，中山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
粤港澳20多所高校，组建粤港澳
空间科学与技术联盟、粤港澳海

洋科技创新联盟；2018年11月8
日，中科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备忘
录，在香港打造“医疗科技创新
平台”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
技创新平台”；2018年8月31日，
香港、澳门与广东等地70余家企
业、科研院所，成立“粤港澳大湾
区生物产业创新联盟”……

此外，大湾区知识产权联
盟、大湾区半导体产业联盟、大
湾区区块链联盟、大湾区生物医

药促进会……一个又一个合作
载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表示，不
管是体制机制创新，还是各种联
盟平台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促
进创新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自由流动。

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关
键要素加速流转，意味着粤港澳
大湾区正进入深度协同创新的
崭新时期。

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热潮涌动

要素联动流动，像一根神奇
的“魔术棒”，让粤港澳大湾区的
创新资源产生聚合反应，释放澎
湃动能，催生世界级产业集群。

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深圳
创业，再到称霸全球消费级无人
机市场——大疆科技创造了粤
港澳大湾区要素联动流动的经
典范例。

类似例子，呈几何级数增
长：HPV检测领先世界的广州
凯普生物公司，母公司是香港企

业；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在
东莞参与发起成立了松山湖国
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湾区要素流动，推动珠三角
产业集群通过全球化整合嵌入
全球产业分工，构建全球价值
链。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创
办的百济神州公司与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合作的生物药项目，
2017年在中新广州知识城破土
动工，带动一批重大生物医药产
业项目聚集。中新广州知识城

开发办主任谭明鹤说，中新广州
知识城已初步构建起“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为主导，高附加值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产业结构，正在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即便在基础相对较弱的珠
海，要素流动也在迅速激发创新
资源的聚合反应。来自香港科
技大学的张云飞创办云洲智能
公司，推出世界第一艘环保无人
船产品、国内第一艘测量无人艇
产品等，成为科技界“网红”。

类似例子不少，珠海长园共
创公司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建
设“电力传感器实验室”，安润普
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共建

“ 大 湾 区 智 能 穿 戴 创 新 中
心”……

“珠海要建设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创新高地。”珠海市委书记
郭永航说。

港澳科研资源，聚合珠三角
制造业基础和广阔市场，正在释
放澎湃的发展动力。

释放新动能催生世界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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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1 月 10 日电
2019年是己亥猪年，香港邮政将
于1月12日发行以宝猪贺岁为
主题的“岁次己亥（猪年）”邮票和
相关集邮品。闪闪生辉的金猪、
雍容华贵的牡丹……方寸之间满
载着浓厚的春节气氛。

香港将推出猪年邮票

喜庆气氛满载方寸间

新华社香港 1月 10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10日表示，随着外围不稳定
因素增多，香港未来在各方面
都将面临压力，但特区政府不
会压缩开支，将继续“撑企业、
保就业、稳经济”，善用“逆周
期”措施，并协助业界把握“一
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带来
的机遇。

在出席由香港中华总商会
举办的一个论坛时，陈茂波表
示，去年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
值增长2.9%，连续8个季度高
于预期增长，但仍低于首季
4.6%的增长，预料第四季度增

速会持续放缓。
他指出，香港经济基本稳

健，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持续有
盈余，也有丰厚财政储备及外
汇储备，令香港有足够实力应
对外围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
来年预算案将致力“撑企业、保
就业、稳经济”，善用财政储备，
采取适合的“逆周期”措施，以
维护香港经济，同时纾解市民
面对的困难。

他表示，由于中小企业较
易受外围因素影响，因此特区
政府已推出多项短期措施，针
对性支援中小企业，包括加强
各项资助计划，协助业界进行

出口推广及发展内地和东盟市
场，提升香港按揭证劵有限公
司推行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
划”下的特别优惠措施等。

陈茂波说，长远来说，政府
会继续采取多管齐下的支援措
施发展对外贸易，包括通过洽
商和签订更多自由贸易协议和
投资协定，与贸易伙伴建立更
稳固的双边关系，并促进与不
同地区的经济合作。

他强调，特区政府会扩展
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网络，以
发掘商机和促进投资，协助业
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特区政府将继续
“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