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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十四五」將建國際金融樞紐
發揮廣深和粵東西雙重引領 挺香港強化金融中心地位

▼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要提升廣州、深圳金融中心城市
功能，引領廣東金融大發展。圖為深圳證券交易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21
日 ， 被 譽 為 全 球 金 融 領 域 「F20 （Finance
20）」的國際金融論壇（IFF）第 17 屆全球
年會在廣州南沙舉辦，本屆年會主題為「全
面可持續發展——共商合作與危機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會上獲悉，廣東省將首次
把金融單獨寫進「十四五」規劃，通過建立
國際金融樞紐，發揮廣深金融中心城市和粵
東西金融生態安全示範區雙重引領，同時支
持香港進一步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悉，這是 IFF 永久會址落戶南沙以來，IFF 全球年會首次在
南沙召開，參會嘉賓圍繞「全面可持續發展——共商合作
與危機應對」主題，探討在當前複雜多變的經濟和金融環境下，
如何推動全球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
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新在致辭中透露，下一步廣東將金融
單獨寫進「十四五」規劃中，他還表示，在廣東省「十四五」規
劃中，將提出一個樞紐，雙重引領，一體兩翼，三方發力。
張新介紹，一個樞紐指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雙重
引領則包括提升廣州、深圳金融中心城市功能，引領廣東金融大
發展，珠三角配合打造成大灣區金融樞紐特色金融產業。同時，
在粵東、粵西建金融生態安全示範區。

▲國際金融論壇（IFF）第 17 屆全球
年會昨日在廣州舉辦。 受訪者供圖

據

「一體兩翼」
連接相關產業鏈發展
談到空間發展，張新則指出，廣東將按照「一體兩翼」布局，
「一體」指廣東省政府做優做強金融主題產業，「兩翼」則是通
過證券和衍生產品，連接起相關產業鏈發展。
此外，他還提出三方發力，首先是加強粵港澳金融合作，尤其
支持香港進一步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深化珠澳合作，打造支
持澳門經濟多元化金融產業群。其次，由政府構建大金融體系，
在金融產業的基礎上建立金融+科技，金融+製造，金融+貿易，
金融+海洋等。最後，通過提升廣東金融軟實力，推動金融智慧
化、數字化轉型，建設金融科技高地，打造高端智庫和金融峰
會，強化金融機構治理，建設市場化的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助
力金融產業高質量發展。

周小川倡設歐亞
「碳排放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在21
日舉辦的國際金融論壇（IFF） 第 17 屆全球年
會上，國際金融論壇（IFF）主席、第十二屆
中國政協副主席周小川表示，應該加強中國與
歐洲在碳排放市場的合作。他認為二氧化碳排
放市場在性質上就是一種金融市場，是綠色金
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他認為可以研
究建立一個專項基金，專門處理跨歐亞的碳排
放問題。 根據碳排放價格，將收入交給基金，
支出用於減排或零排放的新應用。
他指出，實現碳中和或者近零排放需要大量
的科技創新以及投資。未來通過新技術、新裝
備、新工藝，以獲取碳減排的配合收入來回報
投資，而這其中涉及大量的期限轉換和風險管

理，也存在許多與綠色金融相交叉合作的內
容。

共同研究碳價格合理化
他指出，「如同資本市場一樣，我們有滬港
通、深港通等，全世界的儲蓄和投資本來有流
動性的，那麼氣候變化的投資更是如此。面對
全球變暖的現象，如果投資有收益也是全球性
的收益。 將市場割裂開來，那麼定價本身就會
出現毛病，割裂的市場效率也不高，它不利於
協調全球的行動。」而割裂的市場風格也會給
過度投機者創造機會。在此基礎上，周小川表
示應共同研究碳價格合理化，防止出現大起大
落的情況。理論上，市場規模越大供求關係越

五酒店簽約世茂港珠澳口岸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酒店品牌康萊德、費爾蒙兩大國際酒店品 之一，升級城市服務力與商務集聚力，助
道）由港企世茂打造的港珠澳口岸城項目 牌；茂御、茂御居、凡象三大世茂自主高 力建設大灣區「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
圈。
落地港珠澳大橋珠海人工島口岸，掛牌 端品牌酒店正式簽約入駐。
世茂方面亦透露，在未來時間裏，兩大國
「港珠澳合作創新（珠海）基地，20 日晚
串聯港珠澳
匯聚物流商流
際藝展會展中心、跨國企業總部辦公、口岸
簽約率先引入 5 家高端品牌酒店。該基地將
涵蓋世界濱海公園、國際藝術、會展雙文
業內專家指出，五大酒店的集體簽約入 主題商業等更多全球資源將陸續入駐港珠澳
化中心、跨國企業總部辦公等多業態，已 駐，將形成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酒店集群 口岸城，打造世界級的濱水城市新樣本。
據悉，港珠澳口岸城項目所處的港
明確列入廣東省發改委《2020 年廣東
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是目前珠三角唯
省重點建設項目計劃表》。據悉，該
一的三地互通 、客貨兼重的陸路口
項目規劃總投資 150 億元（人民幣，下
岸，規劃還預留了地鐵接駁線路，以
同），將打造成「商旅文新一極」綜
及有軌電車的通道和設備。「該項目
合體，亦提升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人
將吸引粵港澳三地客流，匯聚物流、
工島綜合服務水平。
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助力口岸打
世茂去年以 56.4 億元競得港珠澳大
造為串聯粵港澳大灣區的紐帶及平
橋珠澳口岸人工島、聯檢大樓北側的
台。」業內專家還稱，該項目建設，
一宗面積逾 22.5 萬平方米用地，啟動
將更好地發揮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人
建設港珠澳合作創新（珠海）基地。
工島的橋頭堡作用，發揮港珠澳大橋
據最新規劃，該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120 ■嘉賓參觀港珠澳口岸城項目規劃展示。
萬平方米。20 日晚，希爾頓旗下奢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經濟社會效益。

港青疫境幫港青：灣區創業掙前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成立一個自己打造的孵化器，是在內
地生活工作多年的港青袁勤欽的夢想。20
日，袁勤欽和袁煒成兩位港青創辦的「智
慧青年」孵化器在廣州黃埔區正式落地，
「希望可以幫到自己人，我也是在廣州創
業的時間裏走過彎路、交過學費，所以想
用自己的經驗幫助後來者。」袁勤欽說。
袁勤欽其實是一名港商「廠二代」，其
家族在珠海經營一家鋼琴生產工廠，他加
入工廠後，改善了整個生產流程和管理機
制，僅用一半的工人數量就完成了過往一
倍的訂單。袁勤欽笑言希望自己也能闖出
一片天，近年陸續在廣州大學城開始創
業。新成立的「智慧青年」孵化器主要為
創業青年提供法律、財稅、渠道的幫助，
也會為創業項目提供線上資本如流量、推
廣、話題、開發等支持。
「後疫情時代，不少人也想創業，但他
們缺乏對創業的具體認識，我們接到了不

少關於創業的諮詢。」袁勤欽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香港疫情反覆，社會失業率不
斷上升，「來灣區發展，是香港青年人改
寫前途的一個最佳機會。」他說，自己在
大灣區工作、創業多年，感覺眼界開闊了
不少，自己也從創業者成為孵化器的創辦
人之一，成長了很多。「如果我一直留

在香港工作，可選擇的工作機會也不
多。但內地視野開闊，市場也廣闊，這
對自己的技能、見識和工作的提升有很
大幫助。」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心
聲：「講真，大灣區和香港的生活水平
差不多，但在大灣區珠三角發展的可能
性比香港大很多。」

■港青創辦的
港青創辦的「
「智慧青年
智慧青年」
」孵化器在廣州黃埔區正式落地
孵化器在廣州黃埔區正式落地。
。

受訪者供圖

合理越穩定。因此參照滬港通，下一步要研究
中國或者亞洲的碳市場和歐洲的碳市場之間的
鏈接問題。

倡關於氣候變化國際交易零關稅
此外，他還建議中歐、亞歐之間可以研究
建立專項基金，專門處理跨歐亞的交通排放
問題，按照碳排放的價格，將收入交給基
金，支出用於減排或支持零排放新交通等其
他方面的應用。 最後，關於氣候變化的國際
交易，包括貨物與服務以及設備技術等交
易，周小川認為應該實行零關稅，零壁壘。
「特別要強調的是，減排和碳綜合需要使用
大量的技術和設備，這其中不僅應該把壁壘
降下來，同時還要利用多種綠色金融的機制
加以配合和支持，使工作能夠順利地開
展。」

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啟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
（暫定名，以下簡稱中科院深理工）
建設啟動會 20 日在深圳光明科學城
舉行。建成後的中科院深理工將致力
培養有產業意識的科學家、有科研意
識的企業家，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標杆
性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
大學。
據了解，中科院深理工重點布局合
成生物學、腦科學、機械人與人工智
能、生物醫學工程、材料科學與工
程、生物醫藥等六大優勢學科領域，
建立學院、書院、研究院「三院一
體」的人才培養模式。廣東省委副書
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表示，深圳
在新發展階段更加需要高水平大學的
有力支撐。中科院深理工是深圳高等
教育改革發展的最新成果，希望學校

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
色、深圳元素建設沒有圍牆的大學，
為全國高等教育改革創新作出新探
索。他表示，深圳將與中科院攜手把
中科院深理工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
研究型大學。
中科院黨組書記、院長白春禮表
示，中科院將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科技
力量的優勢，積極協調在粵布局的重
大科技基礎設施和科研力量與學校深
度合作、資源共享，全力支持中科院
深理工的建設與發展，並將其作為協
調中科院在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的科技資源樞紐。希望中科
院 深 理 工 圍 繞 2035 年 遠 景 目 標 和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
標任務，培養更多拔尖創新人才，促
進更多一流科研成果落地轉化，為科
技創新、產業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建設啟動。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2020 知交會知產交易 18.67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 21 日從 2020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
權交易博覽會組委會獲悉，本屆展會
實現知識產權交易 18.67 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專利和商標交易金
額 共 計 17.23 億 元 ， 比 去 年 增 長
15.97%，版權達成交易金額 1.44 億
元，涉及版權2,323件。
據了解，本屆展會在參展規模、國
際化程度和交易規模等方面，都刷新
了紀錄。線上參展機構達 2,469 家，
是上一屆線下知交會參展機構規模的
8 倍多，境外參展商共 175 家，共展
示知識產權展品1.7萬件。
市場人士認為，這顯示出在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過程中，以創新成果
為主要特徵的知識產權交易正激發出
強大活力。
本屆展會組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接下來，展會平台將轉入全年運營模
式，面向全球創新主體、知識產權服
務機構、高新技術園區等各類有知識
產權運營需求的機構，開放註冊參
展，隨時在線開展知識產權展示、交
易、洽談。
本屆展會由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知識產權局）、廣州市人民政府、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共同舉辦，於
11月13日開幕，歷時7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