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斷刷新世界紀錄的中國超高層建築，
很大一部分有著禪城陶瓷的身影；時速達
300公里的高鐵，每兩條就有一條採用了
禪城的電源產品；在全國大中城市日益普
及的新能源汽車，越來越多採用禪城企業
生產的汽車內飾材料和新能源電池薄膜，
乃至混合動力總成系統……所有這些產
品，都闡釋着禪城製造業的輝煌。

陶瓷產業是禪城的傳統優勢產業，在全
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7年中國500
最具價值品牌中有 26 個陶瓷衛浴品牌，
其中 8 個陶瓷品牌來自禪城，佔比達
30.77%，品牌價值1021.4億元，佔26個陶
瓷品牌價值的35.83%。據不完全統計，在
佛山的建築陶瓷年銷售額佔全國的70%，
出口額佔全國的60%。

禪城陶瓷的行業地位還體現在超高層建
築中的廣泛應用。在中國的超高層建築
中，包括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廣州國際金
融中心、上海金茂大廈、深圳騰訊大廈、
深圳世貿中心大廈、深圳世界金融大廈等
一大批知名地標均採用了禪城的陶瓷產
品。除了在國內超高層建築中得到廣泛應
用外，近年來，隨着建陶產業對 「一帶一
路」沿線市場的拓展，禪城的建陶產品在海
外的高層建築中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高鐵在軌道上以每小時300公里以上的
速度飛馳，如何保障電力的穩定供給事關
列車的行駛安全。位於禪城張槎街道的航
天柏克（廣東）科技有限公司，對我國高
鐵穩定電力供應有著獨特的貢獻。航天柏
克成立於2007年，在不到10年時間裏迅
速成為電源行業的 「黑馬」，這得益於企
業對於技術創新的不懈追求。

航天柏克的電源產品還廣泛應用到國產
大飛機 C919、廣州塔、白雲機場、阿里
巴巴北京數據中心、天河二號廣州超算中
心等諸多重點工程項目上。

近年來為了推動產業升級，禪城大力發
展汽車零配件產業，湧現了一批代表性企
業，成為推動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的重要力
量。金輝高科是國內首家使用濕法工藝生
產鋰離子電池隔膜的企業，打破了長久以
來國外產品的壟斷，填補了國內空白，產
品質量達到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平。位於
南莊鎮的科力遠 CHS 工廠所從事的混合
動力系統總成研究，填補了國產汽車行業
在深度混合動力領域的技術空白。

作為製造業重鎮，禪城產業發達，除了
以上一批知名企業外，還有一批 「隱形冠
軍」作支撐，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
在各自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沿着禪城區禪西大道和季華路一帶綿延
近6公里，從創意產業園、智慧新城，到
佛山新媒體產業園、華南創谷、華南生命
科學園、歐洲工業園，一條從南到北的新
型產業載體集聚帶已經形成，助推着禪城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形成吸引更多人才聚
集的創新創業高地。

近年來張槎街道打造了互聯網、電子信
息、綠能裝備、生命健康等一批特色主題
都市產業社區。從季華路到禪西大道，
2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將近30個主
題園區。依託智慧新城、歐洲工業園等主
題園區，張槎裝備製造業及電子信息兩大
優勢產業孕育了一批 10 億元產值以上的
企業。目前張槎已經擁有 92 家國家高新
技術企業、3個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

佛山禪城佛山禪城

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優勢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優勢
全力打造首善之區全力打造首善之區

佛山禪城區貫徹新發展理念，聚焦實體經濟，以新技術、新
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重點，以項目、人才、技術、數據等
要素資源為支撐，在新舊發展動能轉換上加速加力，搶抓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奮力書寫禪城高質量發展新篇章，全力打
造佛山首善之區。

禪城區委書記劉東豪表示，新舊發展動能轉換是順利實現經
濟發展階段轉變的關鍵所在，要重點處理好 「四對關係」：處
理好增量和存量的關係，處理好科創和發展的關係，處理好項
目和空間的關係，處理好 「走出去」和 「引進來」的關係。

增量和存量：
瞄準高端高新向上突圍

禪城區堅定智能、節能、健康、高端裝備四大定位，加快
「增量崛起」，努力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成為新動能主體力

量。充分發揮好科力遠CHS項目的龍頭牽引作用，做大做強新
能源汽車產業，搶抓機遇發展軍民融合產業，把握數字化、網
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機，加快搭建新經濟基礎設施，瞄
準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前沿方向加快產業布局，培育數字經
濟、區塊鏈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以信息化、
智能化為槓桿培育新動能。

同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化 「存量變革」，大
力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形成新動能。禪城區將深入推進互聯
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出
台《佛山市禪城區關於鼓勵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辦法》，推
廣 「眾陶聯」 「智布互聯」等 「服務型製造」模式經驗。

此外，做強季華產業帶六大主題集聚區，瞄準實體經濟轉型
升級需求，推動服務業高端化發展，努力將現代服務業打造成
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

科創和發展：
以三龍灣高端創新集聚區為龍頭

禪城區將以三龍灣高端創新集聚區為龍頭，加強高水平創新
平台建設。以 「一環創新圈」為引領，抓住奇槎、綠島湖東西
兩大節點，積極對接佛山 「1+5+N」創新平台體系。

禪城區將更大限度地激發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盡快出台禪

城區促進創新研發投入扶持辦法，建設以骨幹企業為主導的製
造業創新中心和新興產業創新中心；大力實施上市 「添翼計
劃」，支持企業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做大做強。

用創新的事業和環境凝聚創新人才，抓住全球人才流動加速
和留學人才 「海歸潮」機遇，加快集聚一批創新領軍人才和創
新團隊。

項目和空間：
「三舊改造」村級工業園區改造

瞄準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綠色低碳、人工智
能、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開
展 「靶向」招商，強化區、鎮、村三級聯動招商引資。

緊緊抓住 「三舊改造」這一破解土地瓶頸、拓展發展容量的
根本途徑，將其作為推動新舊發展動能轉換的重要抓手，用更
大的決心和魄力抓好 「三舊改造」和村級工業園區改造升級，
為新動能騰出有效空間。

走出去和引進來：
探索禪港澳多領域深度合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找準禪城機遇，探索 「香港科技＋禪
城製造」 「禪城旅遊＋澳門管理」，同步加強禪港澳在文創、
教育、醫療、中醫藥等領域的深度交流合作。

不久前，中央駐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香港灣
仔區各界協會主席吳國榮，率領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及大灣區
餐飲業考察團到禪城考察，感受禪城營商環境，尋求投資、合
作機會。

考察團成員紛紛稱讚禪城法人一門式服務高效便捷，理念超
前，開辦企業實現 「一站式」辦理，而且網上辦理實現 「零跑
腿」。 「恰逢國家正在大力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禪城
良好的營商環境，為香港的企業家創造了更多的商機。」吳國
榮表示。

禪城區區長孔海文強調，禪城要放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
略，思考自己的發展水平到哪裏。同樣的，各村（居）委要把
自身放到整個佛山、企業則要把自己置身整個行業，以此思考
自己的地位、優勢與不足。

《佛山市禪城區進一步加強招商引資工
作的實施辦法》日前出台。根據 「實施辦
法」，禪城區將設立招商引資發展專項資
金，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先進製造
業企業落戶或增資擴產，最高可獲 1000
萬元獎勵。

禪城的招商引資發展專項資金分為項目
落戶獎、增資擴產獎、重大項目獎三大專
項獎，重點支持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
發展。

對現代服務業企業，要求內資類實繳註
冊資本人民幣 3000 萬元及以上、外資類
外方股東認繳註冊資本 500 萬美元及以
上，其中外資類企業要求在工商營業執照
簽發之日起1年內，實到外資達到外方股
東認繳註冊資本的50%以上。

對先進製造業企業，要求固定資產投資
額達500萬元及以上，且內資類實際到位
註冊資本達 3000 萬元及以上、外資類外
方股東認繳註冊資本達 500 萬美元及以
上，其中外資類企業要求在工商營業執照
簽發之日起1年內，實到外資達到外方股
東認繳註冊資本的50%以上。

投資禪城最高獎勵達1000萬元
▼▼禪城打造佛山高質量發展首善之區禪城打造佛山高質量發展首善之區

▲禪城法人 「一門式」為開辦企業實
現 「一站式」

製造業發達創新添助推

港商會代表談在粵投資利弊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
優勢：信息化服務、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高。

短板：跨境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
流不暢通。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
優勢：市場潛力最大。

短板：納稅環節多、手續繁瑣、時間
長。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
優勢：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短板：法治水平未與國際完全接軌。

■香港科技諮詢聯合會會長邱達根：
優勢：科技創新企業高速發展。

短板：政府對產業補貼需更精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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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海水稻」測產 喀什畝產超預期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報告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在粵實
際投資621.5億元人民幣，佔廣東省

比重的78.6%。3年內，廣東新增6家世界
500強企業，且6家新入榜企業均為民營企
業，至今年已有12家企業入圍世界500
強，民企佔據半壁江山，顯示出民營經濟
發展的強勁動力。
報告還針對如何進一步深化營商環境改
革提出四大建議。在重點深化企業投資項
目落地便利化改革方面，提出以「數字政
府」建設為突破口，打破信息孤島，推進
數據共享，提升網上政務服務智能化、個
性化、便利化水平，讓企業群眾辦事「只
跑一次」甚至「零跑動」。對企業投資項

目管理進行分類改革，進一步放寬投資准
入，持續壓減投資項目辦理事項，深入推
進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標準化管理，推行聯
合驗收。

編制500強企業招商規劃
同時，建議繼續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

編制世界500強企業招商規劃，根據產業
特徵瞄準重點區域招商，並充分挖掘二次
招商潛力；加大政策扶持，確保項目落
地，提供點對點、菜單式、定製化服務；
加強開放創新，促進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
開展技術合作。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報

告還提出應借助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
級城市群的重大戰略機遇，在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加速粵港澳市場一體化、優化區
域創新環境、建立粵港澳金融互聯互通機
制、構建粵港澳安全高效信息網絡等方面
先行先試，加快接軌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
境。

借灣區助港產品「出海」
在政策落實方面，則盼廣東聚焦系列優

化營商環境政策，提高政策及使用方法知
曉度；建立省級統籌，地市落實，監督反
饋的實施鏈條；制定政策落實進度表，建
有效約束機制，及時發現問題、督促改進。

對於正在不斷完善的粵港澳大灣區基礎
設施建設和制度改革，粵港兩地商會、企
業代表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香港中小
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認為，大灣區是粵
港兩地中小企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加上
香港特區政府與東盟十國簽訂合作協議，
港企不僅能借助大灣區推廣自己的產品到
海外，也能將內地產品介紹到東盟國家。
香港新界總商會副主席鄧錦添表示，香

港最突出的是服務業，不僅是專業服務，
也包括社會服務。在大灣區建設中，香港
的服務業將輻射廣東，香港中小企業在內
地也將獲得更多機遇，這需要粵港兩地中
小企業加強互利合作。

報告倡粵深化項目落地便利化改革
依託大灣區增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 瞄準行業「龍頭」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中國中小企業高峰論壇昨日在

廣州舉辦，現場發佈了由南方經濟智庫和中博會共同調研總結的《廣東

營商環境評估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從重點深化企業投資項目

落地便利化改革、瞄準全球行業「龍頭」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依託粵港

澳大灣區增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加強系列優化營商環境政

策宣貫落實等四個方面提出建議。粵港澳

大灣區當前的營商環境和發展規劃，也得

到各大香港商會企業家代表的肯定

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
由袁隆平院士領銜、山東青島海水稻研發中
心研發的「海水稻」（耐鹽鹼水稻）迎來收
穫季節。昨日下午，青島城陽區上馬稻作改
良示範基地、黑龍江大慶基地、新疆喀什基
地的「海水稻」進行了同步收割測評。經過
測產，喀什基地的「海水稻」實際畝產達到
549公斤，大大超出預期。

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收割測評採用人工
收割的方式。在城陽區上馬稻作改良示範基
地，由青島農科院、青島農業大學、東營農科
院、中科院東北地理所研究院等7人組成專家
測評小組。經過專家四個多小時的現場測算，
該基地的水稻實地測產為每畝261.39公斤。
當日同時測產的喀什基地測產結果為每畝

549公斤，大慶基地測產結果為每畝210公

斤。9月底，浙江溫州基地和延安南泥灣基
地已經完成了測產，其中南泥灣基地畝產為
636.6公斤，溫州基地的測產結果尚未公
佈。目前，山東東營基地的耐鹽鹼水稻正處
於最後的成熟期。

2020年實現大面積種植
「今年這些種植測評的數據將與其他試種

基地和區試點匯總，為下一步的生產性試驗
提供重要的數據依據，爭取最快2019年拿
出第一批『海水稻』審定品種，2020年實現
大面積推廣種植。」青島海水稻團隊技術中
心的王克響介紹說。
育種專家通過雜交育種技術和常規育種方

法，選育出新型耐鹽鹼水稻，在一定程度上
保證了國家的糧食安全。

智庫報告四建議優化粵營商環境

建議一建議一：：深化企業投資項目深化企業投資項目
落地便利化改革落地便利化改革。。

建議二建議二：：瞄準全球行業瞄準全球行業「「龍龍
頭頭」」實現更高水平開放實現更高水平開放。。

建議四建議四：： 加強系列優化營加強系列優化營
商環境政策宣貫落實商環境政策宣貫落實。。

建議三建議三：：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增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增
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

■■中博會香港參展中博會香港參展
企業數目創新高企業數目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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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城陽上馬稻作改良示範基地收割青島城陽上馬稻作改良示範基地收割
「「海水稻海水稻」。」。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