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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明年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將基本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
《關於統籌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
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
《意見》的總體目標是，到 2020 年，
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
順暢、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
度基本建立，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和
保護力度明顯提升，為完善生態文明制
度體系、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和資源安
全、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
化建設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撐。
《意見》提出

了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明確自
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加快自然資源統
一確權登記、強化自然資源整體保護、
促進自然資源資產集約開發利用、完善
自然資源資產產權法律體系等主要任
務。

探索宅基地
「三權分置」
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方面，
《意見》要求，處理好自然資源資產所
有權與使用權的關係，創新自然資源資
產全民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實現形
式。落實承包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

營權「三權分置」，開展經營權入股、
抵押。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
用權「三權分置」。
明確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方面，
《意見》指出，要推進農村集體所有
的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確權，依法落
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地位，
明確農村集體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由農
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集體行使所有
權，增強對農村集體所有自然資源資
產的管理和經營能力，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成員對自然資源資產享有合法權
益。

促進自然資源資產集約開發利用方
面，《意見》表示，完善自然資源資產
開發利用標準體系和產業准入政策，將
自然資源資產開發利用水平和生態保護
要求作為選擇使用權人的重要因素並納
入出讓合同。完善自然資源資產使用權
轉讓、出租、抵押市場規則，規範市場
建設，明確受讓人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資
產的要求。
在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方面，《意見》
指出，系統總結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
經驗，加快土地管理法修訂步伐。根據
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進程，推進

修訂礦產資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
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島保護法等法
律及相關行政法規。完善自然資源資產
產權登記制度。研究制定國土空間開發
保護法。
此外，《意見》還提出探索開展促進生
態保護修復的產權激勵機制試點，吸引社
會資本參與生態保護修復；在全民所有自
然資源資產有償使用試點地區、農村土地
制度改革試點地區等其他區域，部署一批
健全產權體系、促進資源集約開發利用和
加強產權保護救濟的試點等。

廣州撥通灣區首個

電話

擬年內建成 3500 個 5G 基站 年底全國率先實現試商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內地 5G 商用首次有了明確時間表。昨日，廣東省 5G 示範區共建簽約暨廣州高新
區、廣州開發區、黃埔區 5G 示範網絡開通儀式在廣州舉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廣州開發區正式簽
署《共建 5G 示範區合作協議》，建設廣東首個省級 5G 示範區。根據合作協議，三方全面佈局 5G 網絡，中國電信、中國移
動、中國聯通將於年底前在廣州開發區建成 3,500 個 5G
基站。同時，廣州將以廣州開發區為核心，採取定制化方
式，搭建多行業、多廠家、多場景的示範網絡，打造若干
個國家級示範項目，並爭取率先在 5G+無人機、無人
船、無人車等領域實現關鍵技術突破。廣州明確，力爭年
底前全國率先實現 5G 試商用。當
天，粵港澳大灣區第一通
5G 電話撥通，標誌着廣州
開發區正式邁入
5G 時代。

■廣東省5G示範區共建簽約在廣州開發區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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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簽約現場活動上，廣州市委常委、黃埔區委廣州開發
區黨工委書記周亞偉在現場撥通粵港澳大灣區第一通 5G
電話，廣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局長江智濤順利接聽，這一歷史
性時刻標誌着廣州開發區正式邁入5G時代。

當

三大運營商部署基站促連片組網
據悉，廣州是全國5G試點城市之一，具有三大運營商5G試
點資格。當前，三大電信運營商已在廣州國際生物島、廣州科
學城等地率先佈局5G基站，建成5G基站近百座。
其中，廣州聯通 2018 年率先在生物島完成 5G 基站的建設部
署，實現 5G 網絡連續覆蓋；廣州移動針對區內重點區域開展
5G 基站的選址規劃，並在中新廣州知識城騰飛園、黃埔海
關、海格集團等建設垂直行業應用試點；廣州電信在科學城構
建智能製造產業園示範網，並已完成 5G 網絡基站部署，實現
連片組網。
根據此次合作，廣州開發區將於今年年底建成3,500座5G基
站，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信息樞紐。同時明確時間表，力爭在今
年率先實現5G試商用。
廣州 5G 建設將成為全國樣板。廣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副局
長張宏偉介紹，廣州將採取定制化方式，搭建多行業、多廠
家、多場景的示範網絡，打造若干個國家級的示範項目，形成
重點突破、梯次接續的 5G 應用示範格局；鼓勵通信行業龍頭
企業與衍生業態新型企業、三大電信運營商等聯動開展 5G 創
新與建設，共同打造5G應用示範。

力爭攻克 5G＋無人駕駛技術
「廣州將以廣州高新區、廣州開發區、黃埔區為核心，着力
打造 5G 應用示範區，爭取在 5G+無人機、5G+無人船、5G+
無人車、5G+芯片等領域實現關鍵技術突破。」張宏偉說。
簽約現場，電信運營商攜手 5G 軟硬件生產企業，展示了 5G
鷹眼監控場景、5G 智能可穿戴電梯裝備管理場景、16 路同步
高清視頻、5G+VR 全景直播等 5G 創新應用場景，展示了 5G
在家居、汽車、生產等傳統行業的運用和融合。
為推動 5G 商用落地，廣州 5G 產業基金也將於當天同步落
地。據介紹，廣州將以產業基金支持粵港澳、全國乃至全球
5G 創新資源要素匯集，打造 5G 特色產業園，引入社會資本，
開放區內巨大的5G應用市場，吸引5G人才及企業集聚。
據悉，廣州開發區產業基金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廣州海格通
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廣州分
公司共同簽訂《5G 廣州高新區、廣州開發區、黃埔區智慧城
市戰略合作協議》，「廣州市黃埔區 5G 示範網絡」同期宣告
開通。

加強應用聯動 推5G技術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當天簽約活動上，中國
IMT-2020（5G）推進組組長、中國
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王志勤表
示，預計2020年至2025年，5G將拉
動 中 國 數 字 經 濟 增 長 15.2 萬 億 元
（人民幣，下同），而來自 5G 的通
信服務收入合計將達 1.9 萬億元，網
絡設備收入將達 2.37 萬億元，5G 終
端設備收入達 4.35 萬億元，合計帶
動產業增加值增長 3.3 萬億元。她表
示，5G 將在醫療、無人機、工業互
聯網、車聯網等 10 個重點領域，發
揮巨大作用。
王志勤表示，5G 將加速其他產業
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管理進
程，使得其他產業能夠帶來產出的
增長和效率的提升。她預測，2020
年至 2025 年，5G 對中國數字化的貢
獻將達到 11.9 萬億元。「相比數字
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帶來的變革更
為深遠。」王志勤說。

開放共享路燈等基礎設施
廣州開發區 5G 示範區建設，對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王
志勤表示，應在三方面有所作為。
首先，在推動 5G 產業化發展方面，

示範區應率先加強站址保障和共建
共享，推動路燈、信號燈等公共基
礎設施的開放共享，同時，簡政放
權，降低政策壁壘，探索包容創新
的審慎監管制度，鼓勵支持多元化
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另外，5G 芯
片、中高頻器件是 5G 規模化、產業
化的關鍵，也是卡脖子的重點環
節，應對外築巢引鳳，對內培育壯
大。
在擴大 5G 試點示範效應方面，
開展 5G 在工業領域和智慧城市領
域的應用，發揮港澳聯動優勢，用
5G 賦 能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 同
時，搭建 5G 應用創新平台，通過
聯合各方建設面向大灣區的 5G 應
用創新中心、5G 融合應用創新實
驗室等方式，搭建應用驗證平台，
形成滿足 5G 應用場景需求的測試
驗證環境，推進 5G 技術的產業化
進程。另外，還要發揮政產學研用
各方優勢，圍繞 5G 應用發展的關
鍵環節，對接各方需求，構建全面
的 5G 應用創新推進機制。
王志勤還建議舉辦面向粵港澳大
灣區的 5G 應用徵集大賽等創新形
式，以賽促用，圍繞 5G 營造產業與
應用生態體系。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深化合作達十共識

大灣區 快線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右）與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昨日
在北京共同出席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開幕式。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第五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會上作總結發言，歸納本次對話雙方達成的共
識。
王毅表示，在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發展、世界經
濟形勢深刻複雜變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兩國作為
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雙方 20 多個政府部
門高級官員坐在一起，就如何加強彼此合作，共
同應對挑戰全面深入溝通，其意義和價值既體現
在雙邊層面，也體現在地區和國際層面，有利於
推動中日經貿合作，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穩定發
展。
王毅表示，本次對話進行了建設性討論，在迄
今合作基礎上形成諸多共識。
一、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繼續
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努力構建開
放型世界經濟。就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加強溝通協
調，推動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斷營造自
由、開放、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環境。
二、日方表示將派遣高級別代表團來華參加中
國舉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致力於拓展相關合作。中方期待日方以更加
積極明確的態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日方積
極評價中國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表示將繼續參
與今年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方對此表
示歡迎。
三、繼續推動落實歷屆二十國集團（G20）領
導人峰會成果，加強G20機制框架下的合作。日
方歡迎習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會。中方支持
日方辦會並取得積極成果。
四、就氣候變化、海洋環境治理、生物多樣性
保護等全球環境議題加強溝通合作。開好第十三
屆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積極探討氫能等能源
領域合作。推動落實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展議
程。
五、落實領導人共識，共同推進年內結束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推動中
日韓自貿區談判盡快取得實質進展。
六、雙方充分肯定中日創新合作機制首次會議
取得的成果，將在更多領域加強交流合作，保護
知識產權，共同推動創新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七、進一步深化中日第三方合作。中方歡迎日
本企業積極利用中歐班列及雙方企業在泰國東部
經濟走廊（EEC）項目合作中取得的進展。
八、合作應對老齡化挑戰，共同探討相關解決
方案，着重加強在老年照護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九、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構建
公正、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維護以規則為
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日方積極評價中國在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方面的重要舉措。
十、積極推進地方經貿合作，推動雙方更多城
市間建立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推動更多高水平的
務實合作，更好服務兩國地方區域經濟振興。
王毅表示，中日雙方要繼續以兩國領導人重要
共識為指引，積極把握機遇、開創合作新局，共
同推動中日經貿合作實現新的更大發展，為世界
經濟穩定發展貢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