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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博士后来横琴新区做博士
后研究工作每年再加10万元生活
补贴、鼓励横琴新区博士后工作站
积极开展与港澳高校或科研机构合
作……11月7日，横琴新区管委会
在2019博士后学术论坛期间印发
《横琴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其中
专设促进与港澳合作章节，促使内
地的博士后政策和港澳地区有效对
接，为港澳地区高层次科研人才送
上一份“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

横琴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
（人才办）部长助理穆柏军是《办法》
的修订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办法》
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入选“澳门青年
人才学者计划”的横琴新区博士后
人员给予额外奖励。“澳门青年学者
计划”旨在选派内地优秀博士或青
年教师赴澳门开展博士后研究，研
究范围涉及中医药、微电子、月球与
行星研究、智慧城市物联网等专业，
以及其他在澳门具有潜力、并拥有
杰出学术带头人的专业领域，为促
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

近年来，横琴新区通过多项人
才政策创新，为港澳青年实现梦想
保驾护航，让粤港澳人才活力充分
涌流。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支
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
办法》通过32条优惠政策，覆盖青
年实习、就业、创业、企业发展、人才
引进等每个阶段，从资金扶持、平台
搭建、人才奖励、创业环境优化等方
面支持港澳台青年在横琴创新创
业。

今年8月，横琴新区还升级了
《横琴新区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
贴暂行办法》，与市级政策规定叠加
后，博士2年可获40万元。目前，
横琴新区注册企业53767家，其中
科技企业超过9000家，港澳企业
3286家，院士和国家特聘专家等顶
尖人才创办企业超过120家，博士
博士后来横琴有良好的施展才华的
舞台。

“珠澳加强合作是珠海及横琴
发展的重大机遇，也为我们这些科
研人员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大
横琴科技公司高级研究员、博士后
李大铭告诉记者。加入横琴新区博
士后工作站后，李大铭进站在大数
据技术领域取得不少科研成果。他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CI大数
据技术领域发表论文10篇，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 4 项，并获得广东省
2018年度优秀科技成果奖。“这些
成果离不开工作站导师的支持，也
得益于大横琴科技公司给我提供了
一个相当好的平台，去接触更多与
大数据、智慧城市有关的项目。”李
大铭表示。

今年3月，全国首个跨境办公
试点楼宇——横琴总部大厦揭牌成
立，港澳企业可以免注册入驻横琴
试点写字楼办公，开展业务。近4
万平方米的空间内已有近20家澳
门企业入驻。

跨境办公业务是横琴新区先行
先试、推进琴澳合作的创新举措，依
托大横琴科技公司搭建的横琴跨境
办公企业备案系统，实现试点楼宇
挂牌审批、港澳企业入驻备案管理、
补贴申请及续期等业务全流程网上
办理，企业业务办理“零跑动”。

作为落实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将横琴建设
成为知识密集、信息发达“智能岛”
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大横琴科技公
司还成功搭建了澳门居民机动车入
出横琴综合管理系统，符合条件的
澳门单牌号车辆能自由往返横琴和
澳门，大大缩短了澳门车主办理业
务的等候时间。

“用信息化手段联通粤港澳、促
进粤港澳人才与科技交流，是大横
琴科技公司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大横琴科技公司总裁邓练兵表示，
未来，大横琴科技公司将推动粤港
澳人才、科技的充分交流合作，促进
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实现琴澳
双赢。

人才科技互通
造就琴澳发展“加速度”□本报记者 钟夏 见习记者 佘映薇

11月6日至8日，为期三天的2019“智汇横琴”博士后
系列活动在横琴举行。来自各大高校、港澳地区的博士、博
士后、资深院士、博士后管理人员齐聚在这一片创新创业热
土，聚焦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及智慧城市建设，活跃的思维激
荡碰撞，创新的蓝图徐徐展开。

阿里巴巴含光800 AI芯片、华为昇腾910 Al芯片、寒
武纪思元270云端智能芯片……这些“官宣”不久的人工智
能芯片，齐齐亮相活动期间举办的中国AI“芯”希望全国博士
后学术论坛。研发团队详细解读人工智能芯片的工艺、参数
和部分应用方案，在观点碰撞与交流中展望“中国芯”前沿研
究方向。

面对科技的迅猛发展，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横琴走在改革发展前列，抢抓先机发
展人工智能产业，培养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未来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将成为‘横琴智慧岛’建设的
主要方向。”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邓练兵向记
者透露。

“点燃”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多个创新引擎，横琴
这一座106.46平方公里的“开放岛、活力岛、智能岛、生态
岛”正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人工智能浪潮，也为粤港澳大湾
区智慧城市建设开启了“新的引擎”。

今年7月，省委十二届七次全
会提出，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为重点，聚焦深圳河套、珠海横琴

“两点”和广深港、广珠澳“两廊”，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作
为“两点”之一的横琴，凭借强大的
政策支撑和顶层设计为科技创新
插上腾飞的翅膀。“对于科技型企
业来说，这就是风口。”邓练兵有感
而发。

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4年，作为一家由横
琴新区政府通过其控股公司成立
的国有企业，公司承担了横琴新区
智慧岛的规划、建设与运维重任。
短短五年间，昔日“蕉林绿野，农庄
寥落”的海岛，已经在智慧岛建设

上初见成效，实现了多个“全国首
创”。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横琴的
底色已经铺就。”邓练兵表示。在
通信基础设施方面，2015年发布的
《横琴新区传输网络建设项目规
划》，对全岛106平方公里的管道、
光缆、机房及无线基站等基础设施
进行系统的规划和布局。如今，横
琴已实现“万兆到企业，千兆到桌
面”的通讯环境。

去年11月，《横琴新区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申报方案》获工
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意味着横琴
国际通信基础设施能力进一步增
强，一条安全快速的国际化“信息
高速公路”将极大便利横琴企业的
跨境业务。

如今，横琴首个基于大数据理

念建设的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已经
建成使用，有PB级数据存储能力
和千核计算能力，在支持政府各个
部门日常办公的同时，实现横琴政
务信息系统和数据的集中。同时，
依托“跨域多维数据云平台”的计
算、存储资源，大横琴科技公司未
来将为横琴搭建“标准统一、入口
统一、采集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
一、数据统一”的城市级大数据公
共服务云平台。未来，市民、企业
可通过统一入口办事、统一城市服
务热线接入服务，政府通过统一平
台办公，依托平台构建城市生态。

“强大的政策优势、完善的基
础设施，平台聚集效应日益显现，
为横琴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培育一
片沃土，产业发展即将驶入快车
道。”邓练兵表示。

乘势而上 把握发展机遇释放澎湃动能

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横琴如何实现精准
发力？

2017年举行的横琴博士后学
术论坛，极富预见性地以人工智能
为主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

今年，博士后学术论坛再次
聚焦人工智能，以“中国AI芯希
望”为主题，汇聚寒武纪科技、阿
里巴巴、百度、华为等国内芯片
研发与制造顶尖企业，共同探讨
智慧城市行业的AI芯片解决方
案。

拥抱人工智能，横琴只争朝
夕。今年4月 25日，横琴新区管
委会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粤港澳
大 湾 区 首 个 先 进 智 能 计 算 平
台。该项目基于由中科院计算
所孵化的智能芯片“独角兽”企
业——寒武纪科技研发的国产
神经元网络专用芯片，计划总投
资超过20亿元。

据介绍，该项目入选了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变革性技术关
键科学问题”重点专项，写进了
2019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并纳
入了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贯
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实施意见》。

“强大算力是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的生态推进器，也是未来城市的
核心竞争力。”邓练兵认为，随着物

联网的发展，数据越来越庞大，算
法越来越多样，算力将成为产业竞
争的核心要素。“届时，横琴先进智
能计算平台将释放强大磁力，吸引
人工智能企业汇聚横琴。依托强
大的算力，人工智能企业能加快研
究成果落地，关联上下游企业形成
产业集聚，从而形成产业的‘生态
雨林’。”邓练兵表示。

据了解，该先进智能计算平台
项目一期已经建设完成。未来将
以横琴为支点，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服务，成为粤澳合作的重要科
技平台；同时，该项目也计划在港
澳设立分中心，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为港澳提供算力支持，实现共享共
赢。

布局深远 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助推产业集聚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
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
素。作为全国首批粤港澳人才合
作示范区和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区，横琴前瞻布局人工智能产
业，加快建设“智慧岛”，更要聚集
创新型人才。

在 2019 博士后学术论坛期
间，横琴新区管委会发布了“升级
版”《横琴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
从规范管理、聚焦产业、加大优惠
力度、促进与港澳合作、注重高水
平高质量科研成果输出等多方面
进行优化，进一步增强横琴对高素
质科研人才的吸引力。

“千方百计吸纳高素质科研人
才，是横琴的使命担当所在。”横琴

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部长助理
穆柏军表示。2015年10月，全国
自贸区中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横琴新区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经人社部批准设立，2017年3月
获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
可“独立招收”博士后。

自揭牌以来，横琴迅速建立起
3个博士后企业分站、5个博士后
创新基地，吸引了众多博士后青睐
的目光，成功打造高端人才创新创
业的全新载体。众多博士后科研
人才在科研创新领域的突破，也为
横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邓练兵表示，根据现有政策和
实际需要，横琴新区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计划引进多名博士后进行创

新创业，涵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医疗保健、金融、管理学等相
关领域。“我们会根据博士后的实
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政策，
包括创新创业的办公条件、资金的
支持、企业的管理等全方位的支
持，让博士后爱上横琴、留在横
琴。”

此外，横琴还通过打造“智汇
横琴”等系列品牌活动，扬起人才
招揽的旗帜。2019年，“智汇横琴”
博士后系列活动已走到第四个年
头，累计吸引了近3000名中外博
士后研究人员或博士后管理人才
相聚横琴，促进学术交流与科研成
果转化，成为横琴招才引智的亮丽
名片。

招才引智“智慧岛”建设呼唤“生力军”

把时针拨回2010年，那时，横
琴启动开发建设不久，邓练兵放弃
央企优渥稳定的工作，与上千人角
逐横琴公开招聘的10个岗位，誓
要闯出一番新事业。“刚踏上横琴
岛时眼前都是低矮的芭蕉，但心里
有着一股兴奋劲儿，因为我知道一
片充满活力的创新高地将在这里
崛起。”邓练兵回忆说。

斗转星移，十年巨变。大数
据、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这
些“智慧城市”的“标配”，已经由一

个个抽象的概念，走进了横琴居民
的日常生活。

“从一张白纸发展至今，横琴
建设的成果来之不易。”阿里巴
巴集团数字政府事业部华南区副
总经理宋涛感叹。2018年 5月，
横琴牵手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
服集团推动建设智慧城市，围绕
云计算、政务民生服务、城市治
理、电子商务等领域展开深入合
作。

作为合作伙伴，宋涛亲眼目睹

了横琴的变化，也深切体会到大横
琴科技公司团队这支“铁军”水滴
石穿、不折不挠的战斗力。“坚持，
是大横琴科技公司与阿里巴巴价
值观的契合之处，也是我们合作共
建的内在基础。”

横琴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以不
断开拓的产业空间，努力为人才创
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不难想象，
越来越集聚的国际人才队伍，也将
始终以“坚持”二字，助推横琴信息
化发展的再出发。

坚守情怀 见证横琴信息化发展之路

珠海特区报：您如何评价大横
琴科技公司团队？

邓练兵：这是一群有梦想、可爱
的人，大横琴科技公司团队成员普
遍有着 IBM、惠普、华为、中兴通
讯、中软、思科等大企业的工作经
历，待遇或许不如以前，但他们带着
对横琴的憧憬和内心的信念，前赴
后继投入横琴的建设。他们的选择
是基于未来的，是当下很多来横琴
发展的青年人的缩影。

珠海特区报：近几年大横琴科技
公司在前沿技术领域取得哪些成果？

邓练兵：大横琴科技公司是纯
技术型国有企业，致力于耕耘以大
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设。目
前，大横琴科技公司主持或参与了
13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及联盟标准的制定，在大数据、智
能机器人、电子围网、可穿戴式设

备、视频安防等领域获得36项授权
专利及42项软件著作权。

此外，大横琴科技公司所开发
的项目或编制的方案成功入选了中
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奖、全国自贸区
最佳实践案例、广东自贸区三周年
创新实践最佳案例，获得广东省智
慧城市奖、中国项目管理成就奖、
2019年测绘科技进步奖、珠海市最
具成长性企业和最佳软件技术创新
产品等荣誉。

珠海特区报：您对大横琴科技
公司的发展下一步有何规划与想
法？

邓练兵：下一步，大横琴科技公
司将继续瞄准“智能岛”建设发力，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式升级，打
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样板，未来在
全国乃至国际上推广、复制独具特
色的“横琴经验”。

对话大横琴科技公司总裁邓练兵：

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的样板

大横琴科技公司总裁邓练兵在“人工智能芯动力”珠海市博士联谊会
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大横琴科技公司供图

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方向。 大横琴科技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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