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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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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罗汉章 张帆/文 曾遥/图

浪花拍岸，梦想激荡。
驾车行驶在广州南沙区的新龙特

大桥上，西侧是郁郁葱葱、平整开阔的
南沙湿地公园，东侧是桥吊林立、繁忙
有序的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2018
年，该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557万
标箱，在国内单一港区中位列第三，把
这些标箱连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广州南沙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
理几何中心，是“千年商都”广州通向海
洋的唯一通道，更有国家级新区和自贸
片区“双区”叠加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合作
示范区。随着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多重
国家战略叠加的开放创新发展优势，正
在广州南沙区8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显现：高标准建设国家新区、自贸试验
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承载门户
枢纽功能的广州城市副中心“三区一中
心”，建设协同推进的发展新格局。

1.南沙自贸片区面积60平方公里，由海港、明珠湾起步

区、南沙枢纽、庆盛枢纽、南沙湾、蕉门河中心区、万顷

沙保税港加工制造业等7个区块组成。

2.2014年至2018年，南沙区生产总值由 1026亿元
提高至1459亿元，年均增长11%。

3.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189.7亿元，同

比增长4.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1.36亿元，

同比增长 25.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3.61亿
元，同比增长48.5%；税收总额328.75亿元，

同比增长12%；实际利用外资15.75亿美元，同

比增长98.6%；合同利用外资62.9亿美元，同

比增长31.2%。
全区新设企业23509家，同比增长41.7%，新

落户了 15个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累计

150个）。

4.19项创新案例入选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周

年30项最佳制度创新案例。

5.建成“线上海关”样板间，实现企业“足不出门”

和“全天候”办理货物通关等领域超过300项海

关通关业务，企业办事效率提高80%以上。

6.融资租赁企业数量累计达到2171家（含金融租

赁），注册资金总额近5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租

赁企业累计业务合同余额超2600亿元。

7.交付融资租赁飞机突破 111架、船舶40艘，成为

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集聚区。

8.目前已建成年产能60万辆整车的广汽丰田项目，

预计第四、第五生产线建成后年产能将超100万辆。

7月4日上午，一艘来自东南
亚的5万吨级货轮，停靠在广州
港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的10号
泊位，多台桥吊与地面的接驳拖
挂车配合，迅速将货轮上的集装
箱转移至相应堆场。

桥吊操作室离地面40多米
高，对司机的要求非常高，南沙港
区的桥吊司机都有着10年以上
工作经验，每小时可完成50个集
装箱的装卸。在历经三期建设
后，南沙港区目前已有16个泊位
和60台桥吊，最大可停泊20万
吨级货轮。该级别货轮最多可搭
载2万个标箱，可以允许10台桥
吊同时作业，2万个标箱的长度
连起来接近120公里，可从南沙

港区一路排到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

依托一望无际的珠江入海
口，南沙港区连续四年新增国际
班轮航线10条以上，目前国际班
轮航线累计达102条。作为华南
地区的门户之一，南沙港区还坐
拥32条内贸航线，“内外兼修”使
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外贸枢纽
港。与此同时，南沙港区还有63
条驳船支线，北方的粮食和钢铁
等原材料南下到达后，经过周边
发达的西江、东江等水系，迅速运
抵中山、东莞、惠州等地，经过加
工后的成品又运回南沙港区，从
这里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与公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

具有成本低、稳定性强等优点。”
南沙港务海港集装箱公司副总经
理李小毛表示，从广东到东北，一
个集装箱陆路运输需要两万元的
运输成本，如果水路运输，不到一
万元。据介绍，广东的一些重点
制造企业每年通过南沙港区出口
的集装箱数量，往往达到上万个
数量级甚至是十万个数量级，“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定要有优良港
口提供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沙
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800.6万
标箱，同比增长6.8%。目前，南
沙港区四期、国际邮轮母港综合
体、南沙港铁路等重大港航基础
设施建设顺利推进。李小毛介

绍，南沙港区四期项目预计投入
60多亿元，将采用智能化的全自
动无人装卸模式，桥吊、拖车等均
采用电力驱动，届时可实现“零排
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
展。

像南沙港区深水远航的优
越区位一样，广州南沙区位于
珠江入海口，地处粤港澳大湾
区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 38海
里、澳门41海里，方圆100公里
范围内汇集了大湾区全部11座
城市以及五大国际机场，成为
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和港澳
地区的重要枢纽性节点，必将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外联内通拥有超百条水路航线

与南沙港相距近30公里的
明珠湾区，是南沙区中心城区核
心区，规划面积103平方公里，将
成为南沙区高端产业和人才聚集
的重要载体。在明珠湾区南侧，
立体化、高标准规划建设的南沙
枢纽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
南沙枢纽作为广州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与庆盛
枢纽、南沙港一同构建“高铁-城
际-地铁-高快速路-港口”综合
交通网络体系，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未来三到
五年内，形成以南沙为中心的“半
小时交通圈”。

明珠湾起步区位于明珠湾区
西北部，其规划面积33平方公
里，将作为南沙区先行开发建设
区和示范区，规划建设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区、高
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核心功
能区和广州城市副中心的引导示
范区。明珠湾起步区将分为灵山
岛尖片区、横沥岛尖片区蕉门河
口片区、慧谷西区片区4个片区
进行打造。

记者在灵山岛尖片区看到，
片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及其两边绿
化工程、新渔人码头、水舞广场等
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完工，部分重
大项目正在进行建设。

岭南智慧小城，南海魅力湾
区。明珠湾起步区按照“低碳节
能、绿色生态、智慧城市、岭南特
色”建设理念，高标准规划、高品
质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打造世界级的高品质湾区。

“绿色”“创新”等元素在雏形

显现的明珠湾起步区随处可见。
这里水网纵横、水系发达，如何实
现防洪与“亲水”双重能力，极大
考验着设计者和建设者的水平。
为此，明珠湾起步区在河堤建设
上引入了“超级堤”理念，宽度80
米-120米的超级堤由河岸、堤
身、绿化带和市政道路构成，在保
证堤坝结构安全的同时，又实现
了水岸与城市空间相互融合，大
河大海与城市密不可分。

对地下空间的利用，是明珠
湾起步区建设的另一大亮点。在
一张开发建设效果图上，该起步
区未来将建成集轨道交通、商业
配套、地下停车场等于一体的地
下空间。按照计划，起步区将在
搭建整体网络的前提下，围绕公
共地下空间的开发，重点建立规

模约10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主
要骨架，引导城市活动向地下延
展，拓展城市维度。

明珠湾起步区的各项建设
正稳步推进当中。其中，灵山岛
尖片区基础设施工程总投资约
82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已完成
投资约73亿元；九年一贯制学
校、居民运动场馆、小学、幼儿园
等公共服务设施正在建设。根
据产业发展定位，明珠湾起步区
将重点推动金融（类金融）及总
部项目落户，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集聚区及总部经济示范
区。中交汇通中心、省交通集团
智汇晶谷等24个项目已落户明
珠湾起步区，总投资约 563 亿
元，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完成
投资约285亿元。

建设大湾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区

政策福利等软实力，体现一
个区域对于招商的重视程度，决
定企业来了是否留得住。

在位于南沙中心城区的“创
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内，记
者看到整个孵化器内包含有办公
场地、人才公寓、共享餐厅等硬件
配套，整个孵化器按照社区化的
模式打造。

在“创汇谷”内，一家由澳门
创业团队创办的跨境电商企业在
这里办公。针对港澳创业者初到
南沙人生地不熟等问题，“创汇
谷”运营方联合相关政府部门，为
创客们开辟了专门的绿色通道，
致力于为港澳青年提供一个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
业服务平台。

“为切实做好电商企业服务
工作，我们与该公司负责人提前
在线上进行沟通，需要什么资料、
办理什么手续等。”“创汇谷”运营
方——南沙区青年联合会副秘书
长黎雪兰表示，在前期准备工作
完成后，该公司负责人来到南沙
区后，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办好营
业执照。除了商事登记外，运营
方还为港澳创客提供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法律顾问、融资对接等

“十项全能”服务。南沙区通过设
立南沙政务服务中心港澳青创分
中心，建设港澳青创税务驿站，实
现商事登记随来随办、即来即办，
企业注册“只来一次，只待一
天”。截至目前，“创汇谷”总签约
入驻项目团队（企业）135个，其

中港澳青创团队83个（香港团队
65 个，澳门团队 18 个）。在今年
1-3 月份，南沙新设港澳企业
301家（累计3182家），深化与港
澳全面合作为重点，构建全方位
开放新格局成效初显。

为创客提供各项便利，只是广
州南沙区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去年至今，南沙区
新增129项制度改革创新成果
（累计 439 项），其中17项（累计
36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6项（累
计90项）在全省复制推广。“商事
登记确认制”和“金融风险防控平
台”两个案例，入选2019年商务
部最佳实践案例。南沙区通过推
进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上线“人
工智能+”商事登记系统，实现新

办企业营业执照、刻章备案、发票
申领等事项一天办结，银行开户
两天办结，开办企业环节可比肩
全球效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

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发力和
优质营商环境的营造，高质量企
业、科研机构的聚集水到渠成。
2018年，南沙区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增长42%，累计达到538家。
中科院“一院五所”、香港科大霍
英东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相继
落户，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占全市
16%。通过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广州国际
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启动建设
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价值创新园
区，吸引13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
先后落户。

36项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南沙区加强与港
澳更高层次合作。

今年上半年，新设港澳企业362家（累计3244家），投
资额180.16亿美元（累计982.7亿美元）。还积极推动要
素便捷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实施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
范区优势，首创“粤港跨境货栈”项目，开通粤澳跨境电商
直通车；国家超算中心南沙分中心服务拓展至港澳地区；
推动粤港澳人员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放宽港澳人才执
业限制，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等平台集聚了94个创新创
业团队。

广州南沙区正规划建设粤港深度合作园、粤澳合作
葡语国家产业园，落户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粤港澳院士
专家创新创业联盟、穗港澳“一带一路”企业合作联盟。
与中国科学院签约共建广州南沙科学城和中科院明珠科
学园，推动纳入广东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实“港人港
税、澳人澳税”等政策措施，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

加强与港澳更高层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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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湾区码头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