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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讓自貿區成為振興東北新引擎
源富集，有了自貿試驗區這個平台，關
鍵是要不斷注入改革開放新內涵，使之
成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新引擎。

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李克強到大連冰山集團考察。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在出席夏季達沃斯論
壇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遼寧大連
考察。李克強指出，東北基礎雄厚、資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李克強來到遼寧
自貿試驗區大連片區，詳細了解自貿區
改革進展。負責人介紹，這裡除了集中
推廣上海自貿區等試點經驗外，還自主
探索了企業集群登記等改革舉措，新註
冊市場主體大幅增加，李克強給予肯
定。他與在現場辦事的企業人員交流，
詢問大家對政府簡化審批和改進服務的
感受，並希望自貿區加快推動實施內外
資企業一個窗口登記註冊和限時辦結。
李克強稱，東北基礎雄厚、資源富

集，有了自貿試驗區這個平台，關鍵是
要不斷注入改革開放新內涵，使之成為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新引擎。要以推
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持續
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為各類企業創造更好營商環境，
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和外資到東北投資興
業，以改革紅利激發企業更大活力。

籲外企續加大投資力度
李克強走進大連冰山集團，得知這家
有着 80 多年歷史的老國企通過混合所
有制改革，形成外資、國有、民營多元
持股的利益共同體，並搭建多個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平台，企業充滿活力與動
力，盈利、資產大幅增加，85%的產品

實現定制化生產，他高興地表示，國有
企業通過創新體制機制，就能在激烈的
市場競爭中浴火重生。車間裡幾名工人
正在對產品部件進行改進，企業負責人
介紹，改進後效率會大大提高，產生的
效益「大頭」會給工人創客。李克強勉
勵稱，小發明小創造成為訣竅，也會產
生大成效。現在市場細分特徵明顯，定
制化需求旺盛，這對企業是很大的機
遇，要通過「雙創」和好的激勵機制匯
聚各方聰明才智，更好對接市場需求，
推動提升核心技術水平。
英特爾大連公司主要生產大容量存儲
器，李克強詳細詢問企業生產研發情況
和下一步投資打算，鼓勵他們繼續加大
在中國的投資力度，特別是把更多配套

業務和高附加值業務向中國轉移。李克
強指出，外資是促進中國發展的重要力
量，我們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投資
環境也會越來越完善，中國市場潛力巨
大，經濟穩中向好，結構調整催生大量
新需求，內外資企業都應抓住這個機
遇，依託中國豐富的人才資源，設立更
多生產和研發基地，這也有利於企業開
拓更大市場，在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中
實現更好發展。
李克強希望遼寧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按照黨中央國
務院關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決策
部署，立足改革開放創新，真抓實幹，
勇克難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回升向
好，努力在東北振興中開拓新局面。

港青珠海摘「創業之星」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運營兩年 累計孵化 203 家企業

中國瀾湄律師所緬甸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橫琴．澳門青年創業
谷」啟用兩周年暨第二屆嘉年華
昨日在廣東珠海開幕，現場公佈
了 10 名「橫琴．澳門青年創業
谷」2017 年度「創業之星」，
其中來自香港的創業者黃英駱位

■香港創業
者黃英駱
（左四）當
選「創業之
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帥誠 攝

列其中。

據了解，此次兩周年活動以「珠澳
青年共創業．創新聯動大灣區」

為主題，現場公佈了「橫琴．澳門青年
創業谷」2017 年度「創業之星」，10
位創業者從系列評選中脫穎而出，其中
1 名為海歸人員、1 名來自香港（黃英
駱）、3 名來自澳門，「創業之星」分
別獲授 1 萬元（人民幣，下同）科技創
新券，此外還將獲得優先推薦投融資對
接資格。

政策扶持令業務蒸蒸日上
獲得本屆「創業之星」的珠海橫琴早
晨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黃英駱介紹，公
司研發的一款全球首創的美容護膚輔助
產品溫泉發熱護膚面罩，在推向市場後
反響良好，其核心技術已得到 3 項實用

新型專利證書認證。
黃英駱還表示，在創業谷開業之
前，他一直是在香港進行研發，但因
為生產工廠是在珠海南屏，所以便決
定將研發中心也轉移到珠海來。入駐
創業谷後，公司團隊憑借政策扶持優
惠和自身的努力，令業務蒸蒸日上。
「今後我們將借助創業谷的協助與支
持下，逐步優化銷售模式，不斷拓寬
線上和線下市場。」他還指出，港珠
澳大橋通車後，必將對橫琴的發展起

到助推作用，屆時公司的推廣模式也
將相應改變。

谷內企業申專利已逾600件
據悉，「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運
營兩年來，累計孵化 203 家企業，其中
港澳創業團隊 122 家，佔六成，累計
16 家企業獲得風險投資，融資額突破
1 億元。園區還培育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及廣東省高企培育入庫近 30 家，其中
澳門企業 9 家。孵化企業累計申報各項

科技項目超過 80 項，共獲得資助資金
逾 1,000 萬元。谷內企業累計申報專利
數量超過 600 件，已獲授權專利數量超
過300件。
現場公佈的最新數據還顯示，截至 5
月 底 ， 橫 琴 新 區 金 融 類 企 業 達 4,903
家，註冊資本 6,278 億元，各類財富管
理機構資產管理規模超 2.4 萬億元，銀
行、證券、保險、貨幣兌換、資產管理
公司、交易平台、小額貸款等持牌金融
機構88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緬甸當地時
間 29 日上午 10 點，中國瀾湄律師事務所在緬甸仰光正
式開業。中國瀾湄律師事務所是一家中資全資國際律師
事務所，是中國國際法律服務新品牌。律師事務所開業
後，將圍繞「一帶一路」，為入緬中資企業開展政策法
律分析、投融資、併購、爭議解決等法律服務。
中國瀾湄律師事務所由雲南八謙律師事務所、建緯
（昆明）律師事務所、雲南北川律師事務所、雲南凌雲
律師事務所和北京市北斗鼎銘律師事務所昆明分所共同
在緬甸仰光發起設立。
中國瀾湄中國瀾湄律師事務所還將積極推動和促進涉
外法律服務業與會計、金融、保險、證券等其他服務業
之間開展多種形式的專業合作，努力提高涉外法律服務
質量。同時積極開展與緬甸律師進行合作，推動和加強
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的商事法律交流與合作。

■中國瀾湄律師事務所在緬甸仰光舉行開業儀式。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廣東省發改委、省港澳辦、省社
科院和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共同發起組
建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昨日在廣州
成立，這是內地首個專注於大灣區研究
的高端智庫機構。廣東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慎海雄出席成立儀式。

大灣區藍圖基本繪就
在當日的揭牌儀式上，廣東省發改委
副主任吳維保透露，目前，廣東省發改
委已會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
高端智庫，初步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
目標定位、發展方向、重點任務，配合

國家發改委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發展規劃》上報稿，粵港澳大灣區藍
圖已經基本繪就。
記者了解到，該研究院匯聚了廣東、
北京、上海、香港、澳門等地近百位專
家學者，將通過「政府+媒體+金融+智
庫」的方式深化粵港澳合作，為大灣區
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據介紹，研究院將聯合粵港澳地區及
世界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專家團隊，
以政府、企業、金融機構、投資者、研
究機構等為主要服務對象，打造國際知
名、國內一流的高端智庫，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提供政府決策諮詢服務；打造

權威指數和數據發佈平台、構建高端論
壇體系，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話語
權和國際影響力。

籲設國家層面協調機構
成立儀式上，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獨立完成的首部《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
告（之一）》正式發佈。《報
告》結合粵港澳合作、「一帶
一路」建設等對粵港澳大灣區
的基本特徵、優勢、發展方向
及公共產品供給的目標重點等
做出了全新研究。
該份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發展的重點首要是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通過建設更多的路橋和管網，
提升連接效能，加快灣區內的公共物品
供給水平。其次，要按現代治理而非傳
統管制理念，提供共贏的制度供給體
系，並積極爭取成立一個國家層面的具
有更高權限的協調機構—粵港澳大灣
區工作協調小組，由中央相關負責人擔
任組長。另外，要積極調動民間組織在
大灣區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成立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航天青少年科普展
下月杭州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記者近日從組委
會了解到，中國航天青少年科普展將於7月21日至9月5
日在杭州國際博覽中心3樓D館舉行，楊利偉、景海鵬、
聶海勝、王亞平等多位太空人也將來到展覽現場，與小朋
友們親密互動，感受宇宙，一起度過難忘的第二課堂。
2017 年 10 月 8 日是中國航天事業創建 61 周年紀念
日。為了弘揚航天精神，提高青少年航天科學素質，帶
動廣大青少年講科學、愛科學、用科學，中國航天科技
國際交流中心將與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等機構共同開
展「中國航天青少年科普展（杭州站）」公益活動。
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心處長錢俊指出，此項展覽
將以三年為期，從杭州站始發不斷向二三線城市逐步拓
展，首先會在武漢、深圳、西安等影響力和旅遊發展趨
勢良好的城市展開。 發佈會現場，由中國下一代教育
基金會、紐菲爾德教育集團向杭州市小學生捐贈門票40
萬張，同時也歡迎社會各界人士參觀展覽。

南方日報：堅持黨對高校工作領導
香港文匯報訊 6 月 28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
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關於巡視 31 所中管高校黨
委情況的專題報告》。會議強調，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高等教育，必須旗幟鮮明堅持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
確保高等教育事業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健康發展，為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指出，堅持黨對
高校工作的領導，是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的根本
保證。中央對 31 所中管高校黨委進行巡視，是對高校
黨的工作進行的一次全面政治體檢。同時，也要清醒認
識到巡視發現的問題，切實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高校工
作的重要講話精神落實到具體工作中，牢牢把握社會主
義辦學方向，旗幟鮮明堅持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鞏固
馬克思主義在高校的指導地位，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文章進一步指出，巡視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舉措，
是加強黨內監督的重要形式。要堅持問題導向，弘揚改
革創新精神，把深化高校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結合起
來，明晰責任、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堅持和完善黨委
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破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短板上
取得實質性進展，把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優勢轉化為高
校發展優勢，確保高校成為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
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
文章最後指出，廣東擁有 140 多所高校、189 萬名大
學生。全省各高校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
話精神，對照巡視中管高校發現的問題，主動查找自身
存在的問題，舉一反三、立說立行、動真碰硬，旗幟鮮
明堅持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牢牢掌握黨對高校工作的
領導權，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建設強起來，為
廣東「四個堅持、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增添強大
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