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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打頭陣 推內地更開放
規劃綱要擬建全面對外開放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海南
自貿港建設的重要先行項目──海南國
際離岸創新創業（三亞）試驗區昨日在
海南省三亞市揭牌設立。

發揮優勢吸引各地企業
三亞市人民政府市長阿東介紹說：三

亞將積極開展科技管理體制和國際合作
機制創新，探索建立試驗區政策體系，
努力將試驗區建成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
業示範區的先行區、科技體制改革試驗
區、對外開放先導區、數字經濟開放創
新引領區。
揭牌儀式後，歐科集團、天涯社

區、德鼎創新與三亞市簽署戰略合作
協議，成為首批入駐試驗區企業。歐

科集團宣佈將在三亞試驗區成立區塊
鏈離岸數字資產交易實驗室，後續配
套建設區塊鏈大數據研究院、區塊鏈
創新應用研發中心等板塊，同時設立
亞太總部，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
業創新發展；天涯社區將在三亞設立
「天涯數字內容版權交易區塊鏈實驗
室」；德鼎創新基金將在三亞設立區
塊鏈產業投資基金。
海南省副省長王路致辭時表示，海南

將發揮改革開放優勢、政策環境優勢和
生態環境優勢，加強平台建設，做好政
策服務，吸引企業、項目和海內外優秀
人才、團隊落地海南，創新創業，將海
南打造成為區域離岸創新創業中心、國
家區塊鏈研究和應用示範中心、國家數

字資產交易示範區。

專家倡推政策混合試驗
設立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

區，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對
海南自貿區（港）建設的重要部署和
任務要求。清華大學科教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蘇竣認為，設立海南國際離岸
創新創業示範區，是政策、體制、機
制的全面創新。示範區可以進行政策
混合試驗和壓力測試，形成一批可複
製可推廣的經驗推廣到海南全島，加
快形成完整、系統的海南自貿區
（港）政策體系，開創海南改革開放
新形態和新格局。

海南離岸雙創試驗區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來自
瑞士、德國、法國、俄羅斯、塞爾維亞
5個國家的17個項目成功進入2019年
「中瑞（重慶兩江）產業園盃」國際創
新創業大賽決賽，並於昨日在重慶簽約
入駐中瑞（重慶兩江）產業園。

瑞VR/AR手套摘雙創賽一等獎
此次大賽由重慶兩江新區管理委員會

與瑞士蘇黎世州政府聯合主辦，助力企
業成長、尋求中國市場更好的發展機
會。2019年3月啟動後，共有50多個項
目和企業申請參賽，涉及互聯網、虛擬
現實、大數據、信息安全、機械人、無
人機、地理測繪、工業設計及自動化、
航空航天等行業。
昨日，大賽評出一二三等獎及優勝

獎。來自瑞士的創業公司Sensoryx AG

以「移動VR/AR手套系統」獲得中小
企業組一等獎。該系統整合3D手部和
手指追蹤功能。使用者在VR/AR中可
直觀實時地使用他們的雙手，無需再單
獨使用控制器。該系統可應用於航空、
醫療等領域的培訓工作。公司負責人表
示，將在重慶兩江新區設立分支機構，
未來考慮將研發和生產也落地於此。
重慶兩江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李順

介紹，兩江新區已形成健全的對外開放
體系，包括「東西南北」四個方向、
「鐵公水空」四式聯運的開放通道體
系，國際合作中心及中瑞、中德、中
意、中以、中韓等國別產業園形成完備
的國際合作體系。此次大賽參賽項目來
自多個國家，涉及10多個新興產業，賽
事也將成為開放平台。
據介紹，中瑞（重慶兩江）產業園

重點針對以瑞士為代表的歐洲地區引
進優勢產業項目，重點關注航空航
天、軌道交通、醫療健康、電子信
息、軟件開發、汽車製造、節能環
保、綠色能源等領域內具有新技術、
新工藝、新材料研發及應用能力的企
業。中瑞（重慶兩江）產業園轉化研
究院、中瑞（重慶兩江）產業園國際
孵化器已先後掛牌啟用。

5國17項目入駐渝中瑞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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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長江三
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綱
要》）指出，要提升長三角地區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水平，協同建設一體化綜合交通體
系，合力打造世界級機場群。
《綱要》提出，共建軌道上的長三角。加

快建設集高速鐵路、普速鐵路、城際鐵路、
市域（郊）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於一體的現
代軌道交通運輸體系，構建高品質快速軌道
交通網。以都市圈同城化通勤為目標，加快
推進城際鐵路網建設，推動市域鐵路向周邊
中小城市延伸，率先在都市圈實現公交化客
運服務。支持高鐵快遞、電商快遞班列發
展。

擴建幹線公路減塞車
《綱要》指出，提升省際公路通達能力。

加快省際高速公路建設，對高峰時段擁堵嚴
重的國省道幹線公路實施改擴建，形成便捷
通達的公路網絡。滾動實施打通省際待貫通
路段專項行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
提升省際公路通達水平。
《綱要》特別提出，合力打造世界級機場

群。編制實施長三角民航協同發展戰略規
劃，構建分工明確、功能齊全、聯通順暢的
機場體系，提高區域航空國際競爭力。鞏固
提升上海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增強面向長三
角、全國乃至全球的輻射能力。統籌空域資
源利用，促進民航、通用航空融合發展。深
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加快通用航空發展。
《綱要》表示，協同推進港口航道建設。

推動港航資源整合，優化港口佈局，健全一
體化發展機制，增強服務全國的能力，形成
合理分工、相互協作的世界級港口群。圍繞
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強滬浙杭州灣港口分工
合作，以資本為紐帶深化滬浙洋山開發合
作，做大做強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集裝箱樞紐
港，加快推進寧波舟山港現代化綜合性港口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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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長
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
（《綱要》）提出要穩步開展外國人永
久居留等政策法規試點。
《綱要》提出，要完善國際人才引進
政策。加大國際人才招引政策支持力
度，大力引進海外人才，提升國際高端

要素集聚能力。推動國際人才認定、服
務監管部門信息互換互認，確保政策執
行一致性。

穩步推進國際社區建設
根據《綱要》，今後長三角地區要穩
步開展外國人永久居留、外國人來華工

作許可、出入境便利服務、留學生就業
等政策試點。推進國際社區建設，完善
國際學校、國際醫院等配套公共服務，
提高國際人才綜合服務水平。
《綱要》還明確，要加快提升教育、

醫療、文化等優質公共服務能力，提高
對國際人才和企業的綜合服務水平。

2016年，中國出台了《關於加強外
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管理的意見》，明
確要結合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和地域性
特徵，大力吸引外國人來華投資。意
見規定，外國人可持永久居留證在中
國境內辦理金融、教育、醫療、交
通、通信、就業和社會保險、財產登
記、訴訟等事務。持證人在中國居留
期限不受限制，可以憑本人護照和永
久居留證出境入境。

將設外國人永居政策試點

■《綱要》指出，要協同建設一體化綜合交通體系，
合力打造世界級機場群。 資料圖片

《綱要》認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
發展，增強長江三角洲（以下

簡稱長三角）地區創新能力和競爭能
力，提高經濟集聚度、區域連接性和政
策協同效率，對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意義重大。根據
《綱要》內容，規劃範圍包括上海市、
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積
35.8萬平方公里）。

支持境外機構發人幣債券
《綱要》明確，加快金融市場對外

開放，逐步放寬銀行業外資市場准
入。加大交易所債券市場對外開放，
支持境外機構在交易所發行人民幣債
券，引入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交
易所債券，研究推進基於滬港通的債
券市場互聯互通。

與此同時，中國希望繼續提高長三角
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綱要》提
出，要進一步擴大製造業、服務業、農
業領域對外開放。製造業方面將降低汽
車、飛機、船舶等行業進入門檻，積極
招引全球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服務
業方面要加快金融市場對外開放；農業
領域則要適度增加國內緊缺農產品進
口，積極引進國際現代農業先進生產技
術和經營管理方式。

擴油氣礦產開發國際合作
在以擴大開放吸引全球投資者深耕長

三角的同時，中國還在謀劃推動該區域
企業提高海外投資質量。《綱要》明
確，要穩步擴大對外投資，加強優勢產

能、油氣礦產開發等領域國際合作，擴
大商務服務、先進製造、批發零售、金
融服務、境外併購等對外投資，提升工
程承包合作水平，加快技術、裝備、服
務和標準「走出去」。
另據統計，今年前10個月中國累計
對外直接投資額達 6,217.8 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5.9%。其中，六成對外
投資都流向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製
造業、批發和零售業。而憑藉民營企
業數量多、活力強，長三角正是中國
對外投資的主力。官方數據顯示，
2017年僅浙江、江蘇兩省對外投資企
業數就佔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總
數的20%以上。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表
示，中國之所以要引導更多外資流向長
三角地區，在於該區域改革開放意識和
市場意識強，營商環境位居中國前列，
且產業基礎好，人才儲備充足，有吸引
外資的良好條件。

發展潛力大 吸資能力強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長三角一體

化研究中心主任黃先海也稱，以經濟體
量計算，長三角已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
體，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地
區之一，利用外資基礎好、水平高、空
間大。通過開放合作加大當地吸收外資
力度，對整個中國提高吸收外資水平和
層次都有引領和輻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

《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

劃綱要》（《綱要》）昨日公

佈。該《綱要》意圖把這一區域

打造成全面對外開放新高地。作

為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佈局的

重大舉措，長三角一體化將同

「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

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對此，內

地學者表示，此舉不僅有利於長

三角地區發展，也將促進整個中

國開放水平「更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
敖敏輝報道，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昨日在廣州出席「2019從都國際論
壇」開幕式並致辭。王岐山表示，和
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多邊主義是人
類必然選擇，擴大合作、共同發展是
世界各國的廣泛訴求，以聯合國憲章
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實踐成
果豐碩。他指出，中國是多邊主義的
踐行者和捍衛者，也是受益者和推動
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李希亦有出席開幕式。
王岐山表示，當前，世界政治經濟
格局深刻變化，新一輪產業與技術變
革突飛猛進，利益多元、思想多樣特
點更加鮮明，人類面對的共同挑戰更
加突出，國際治理體系需要與時俱
進。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興
起，從根本上衝擊多邊主義理念和秩
序。選擇融合還是分隔，合作還是紛
爭，世界期待理性回答。

中國發展不為稱霸
王岐山指出，中國始終堅守聯合國
憲章宗旨和原則，廣泛參與國際組織
和國際公約，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恪
守世貿組織規則，為推動世界經濟復
甦增長作出重大貢獻。中國堅持和平
發展、堅定支持多邊主義，就是要維
護好自身的發展環境，通過自身發展
造福世界。中國的發展不是要取代
誰，不會在世界上擴張稱霸，而是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
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
王岐山強調，中國主張構建新型國
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植
於中華文化「天下為公」「和而不
同」的傳統理念，以共創更加繁榮美
好的世界為目標，以合作共贏為核
心，以國際規則為基礎，以公平正義
為要義，以多邊機制為依託，以有效
行動為導向。
王岐山指出，可持續發展是開啟多

邊主義合作新實踐的「金鑰匙」。中
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踐行
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統籌好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關
係，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國願同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全面落
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積極參與
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開闢嶄新的
可持續發展之路，打造開放共享的世
界經濟，建設普惠包容的幸福社會，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
「2019從都國際論壇」以「多邊主

義與可持續發展」為主題，260餘位
外國前政要、國際組織前負責人以及
友好人士親屬、中外企業家、專家學
者等出席此次論壇。

紐前總理倡改革聯國
「2019從都國際論壇」上，圍繞

多邊主義，多國前政要、國際組織負
責人、國際友人與專家學者展開探討
和交流，並積極建言獻策。其中，對
於如何推動多邊主義，新西蘭前總理
珍妮．西普利表示，「同時，聯合國
也應該進行國際治理機制改革，過去
70年，聯合國歷經4次改革，如今也
到了應該再次變革的時候了，應該在
推動多邊主義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
用。」

■王岐山昨日出席「2019從都國際論
壇」開幕式並致辭。 新華社

■■《《綱要綱要》》提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製造業要進一步擴大製造業、、服務服務
業業、、農業領域對外開放農業領域對外開放。。圖為美國某單車集團圖為美國某單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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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儀式現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