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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在深推介成果豐
簽約 51 個項目 總投資 623 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
道：10 月 12 日，長沙市推進 「三
高四新」 戰略暨投資環境（深
圳）推介會（右圖）在深圳舉
行，近 300 名駐穗、駐深先進製
造業、金融類、科創類、現代服
務業等各界嘉賓參加。
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吳桂英致辭時指出，
隨着 「雙循環」格局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戰略
拓展深化，深圳與長沙的聯繫更加緊密，面臨的機遇
更加寶貴，合作的空間更加廣闊。誠摯希望各位商界
精英、業界翹楚帶着更多新項目、好項目、大項目，
進駐長沙、投資長沙、建設長沙。
會上，長沙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彭華松從
宜居福地、智造基地、開放高地、創新勝地、投資窪
地 5 個方面作市情推介，邀請企業家到長沙觀光指
導、考察洽談、投資興業。

灣區投資方簽約 46 個項目
在推介活動期間，共有 51 個項目簽約，總投資 623
億元；推介會現場簽約項目 24 個，成果項目 27 個。
除了這些項目，來自粵港澳大灣區投資方的項目達到
46 個，包括工業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兩大類別，其中
「三類 500 強」企業投資項目 10 個，包括在推介會現
場簽約的湘江文旅產業及城市綜合開發項目、華潤資
本地標性城市綜合體、佳兆業健康集團互聯網醫療總
部（中國）基地等。工業製造業項目達 24 個，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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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機場碼頭
部分船班暫停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記者 12 日從深圳
機場了解到，受今年第 18 號颱風 「圓規」影響，12
日-13 日，深圳機場碼頭船班將會有一定調整，部分
船班暫時停航。
據了解，深圳機場碼頭前往珠海方向的船班，12 日
及 13 日全部停航，14 日船班恢復情況將根據天氣情況
確定。此外，深圳機場碼頭前往中山方向的船班，12
日 10 時以後至 13 日全天，全部船班停航，14 日船班
恢復情況將另行通知。

東莞濱海灣新區
赴深引資 228 億

族激光二期及中西南區域總部、益心達醫療器械湖南
生產基地、長沙中電數智園項目等。
推介會期間還有一批投資體量大、契合 「三高四
新」戰略的項目簽約，如深業產城融合綜合體項目、
湘江文旅產業及城市綜合開發項目、長沙市城發與招
商蛇口強強聯合打造湘江濱水 「前港－中區－後城」
標杆性城市綜合體項目，益心達醫療器械湖南生產基
地項目等多個項目。

進一步落實「三高四新」戰略
據了解， 「三高四新」分為 「三個高地」和 「四新
使命」兩部分： 「三個高地」指着力打造國家重要先
進製造業高地、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內
陸地區改革開放高地； 「四新使命」指在推動高質量
發展上闖出新路子，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展現新作

為，在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和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彰顯新
擔當，奮力譜寫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湖南新篇章。

資陽南下灣區攬製造業投資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盧偉報道：以 「攜手
大灣區 騰飛新資陽」為主題的四川資陽精準對接粵港
澳製造業投資懇談會近日在廣州舉辦。資陽攜口腔醫
療產業、裝備製造產業、生物醫葯產業、食品飲料產
業、電子信息產業、紡織鞋服產業等六大製造業名片
向大灣區製造業發出邀請，開拓西部大市場。
距資陽僅 18 公里的全國第二大機場——成都天府
國際機場自 6 月正式投用後，資陽已進入全域臨空時
代，成為成渝走向國際的出發點，也是世界走進成
渝的落腳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報道：廣東省東莞市濱
海灣新區價值投資分享會近日在深圳舉行，濱海灣新
區首次正式對外發布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及生物
醫藥等 9 個 「十條」招商引資政策，吸引眾多商界投
資大咖及聰明資本聚焦濱海灣新區，現場簽約多個項
目，簽約總投資額達 228 億元。
濱海灣背靠片區含括長安、虎門、厚街冀沙田等 4
個經濟強鎮，擁有長安智能手機、虎門電子信息和商
貿、厚街家居會展、沙田臨港產業等多個特色化傳統
產業集群，臨近綜合保稅區、東莞港—香港機場國際
空港中心，產業配套服務強勁。

仲量聯行臻量平台上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依託於在中國市
場逾 30 年的房地產評估實踐、超過 300 名資深評估師
積累的行業經驗、市場數據、研究成果，仲量聯行昨
日推出中國首個全業態數字化資管 SaaS 平台—— 「臻
量」。據了解， 「臻量」旨在打造集數據收集、分
析、研究功能於一體的資產價值評估信息生態系統，
為行業現存的數據管理困局提供全方位、一站式解決
方案。

大亞灣核電基地自然資本價值超 4244 億

福田英才薈 3.0 加碼
獎勵金融科技人才

節，系統呈現了中廣核基於自然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方
案。報告還展示了中廣核應用國際前沿的《自然資本
議定書》框架標準，對旗下四個清潔能源試點項目開
展自然資本評估，講述了中廣核與自然相互影響、相
互依賴、和諧共生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企業貢
獻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責任與擔當。
中廣核新聞發言人袁昌紅分享了中廣核生物多樣性
保護實踐，中廣核堅持善用自然的能量，自第一個核
電項目——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開始，始終秉持與自然
「共生、互生、再生」的理念，將安全與生態保護作
為每一個項目建設運營的最核心要求，踐行生物多樣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深圳市福
田區發布《關於進一步實施福田英才薈計劃的若干措
施（2021 年）》，升級後的 「福田英才薈」3.0 加大了
對金融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對取得深港澳金融科技
師專才計劃證書的人才給予獎勵，同時對獲得香蜜湖
金融科技創新獎勵的給予人才認定。
「福田英才薈」3.0 第 4.2 條 「金融人才支持」專門
就深港澳金融科技師獎勵做出明確規定：對取得深港
澳金融科技師專才計劃二級及以上資格證書後，在轄
區金融科技相關企業（機構）全職工作的，同一人最
高獎勵 3 萬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在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第一階段會議在昆
明開幕之際，國內首份基於自然資本核算的生物多樣
性保護報告——《中國廣核集團生物多樣性保護報
告》正式發布。報告顯示，深圳大亞灣核電基地在
1994 年至 2019 年運營期內自然資本總價值約 4244.87
億元，雲南磨豆山風電場 2012 年至 2019 年期間總價值
約 7.74 億元。本次報告中，中廣核開創性應用了自然
資本核算方法來評估清潔能源生物多樣性保護價值。
據介紹，該報告以中廣核 「避免- 減少- 減緩補償」的 「階梯型」生物多樣性保護思路布局主體章

性保護責任，安全高效發展清潔能源，2020 年清潔能
源發電上網電量 2631.12 億千瓦時，相當於減排二氧
化碳近 2.1 億噸。他並指出，中廣核首次應用國際前
沿的自然資本核算方法，以四個清潔能源發電項目為
試點，計量和估算試點項目的建設、生產和運營活動
對自然資本的影響和依賴，幫助企業了解與業務相關
的所有生物多樣性問題，為企業制定戰略、管理和運
營決策提供參考。
嘉賓還參觀了雲南磨豆山新能源科普教育基地和山
茶花保護實踐，了解中廣核推動新能源與自然和諧共
融、保護當地傳統物種——山茶花的努力與成效。

粵港澳媒體看山東

擊水中流 煙台「盤活」區域大棋局
「打頭陣、當先鋒、上層次」 ，這九個字是山東省委、省政府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坐標
軸上，標註的煙台新坐標。
立足在 「RCEP」 新版圖中，置身在 「雙循環」 新格局下，煙台深知高田如樓梯、平田如
棋局， 「先手」 意味主動， 「模板」 表示先行。
於是，眾人可以看到，在煙台開埠 160 周年之際，煙台全力構建起 「1+233」 工作體系，
不斷拓展着城市開放創新的精神，實現着資智融合、技術創新，建立起產業生態閉環。一
切圍繞項目轉，一切盯着項目幹，裕龍島煉化一體化項目開工建設，萬華化學百萬噸乙烯
項目建成投產，東方航天港實現中國首次海上發射，固體火箭總裝測試基地全面建成……
煙台借勢大戰略，開拓大格局，擘畫新希望。
於是，眾人看到了一位錨定萬億級城市目標的 「奮楫者」 ：擊水於中流，勇進於百舸。
孫珂 趙向陽

一張新藍圖 「催生」 政務新生態
地處膠東半島、與日韓隔海相望的煙台，1861 年開
埠，2021 年恰逢開埠 160 周年。這 160 年不只是抽象
的時間概念，它走過的每一個重大節點，都在不斷豐
富、延展着這座膠東名城的歷史節脈和性格維度。
鏡頭會記錄下 5 月 26 日這一天。當日，煙台市第十
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閉幕，山東省副省長、
煙台市委書記傅明先在本次會議上強調： 「各級各部
門要全力構建 1+233 工作體系，加強黨建引領，抓好
動能轉換、鄉村振興兩條工作線，加快中心城區、產
業園區、海洋經濟示範區三區建設，強化民生改善、
營商環境、風險防控三項支撐保障，提振精氣神，提
升執行力，實現新作為！」
在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不能 「腳踩西瓜
皮，滑到哪兒算哪兒」，一個關係五年、十年的頂層
設 計 ， 對 於 改 革 政 策 制 定 和 實 施 尤 為 重 要。 「1 +
233」工作體系成為煙台具有全局性、方向性、戰略
性、科學性的高質量發展新藍圖。
「1+233」工作體系隨之成為煙台各級各部門 「時
間表」轉換為 「工程表」的下沉操作，成為實幹之年
下高位引領和問題導向的生動展現， 「催生」出煙台
政務新生態。
9 月 28 日，海內外被煙台一則重磅新聞攪動。當
日，煙台史上最強補貼政策出爐，最頂尖的人才（團
隊）項目最高可獲高達 1 億元的綜合資助！無論是博
士、碩士還是本科生、大專生，只要符合條件，每人
每年都可獲得 3.6 萬元至 3600 元不等的生活補貼，這
個時間維度是 3 年。
如果這些人才在煙台購買商品住房的，還可獲得 1
萬元至 20 萬元不等的一次性購房補貼，對製造業領域

企業引進的急需緊缺專業博士，一次性購房補貼可提
高到 26 萬元。
據 2020 年山東省市場化人才流動調查報告，目前青
島、濟南是吸引人才的 「杠鈴兩端」，其他很多地域
包括煙台均為人才流出地。煙台這一系列頂層設計，
是攬留產業人才、構建創新聚集帶的重要載體。

四新經濟 「催化」 煙台新實業
9 月 27 日，在 「全面小康 奮進山東」主題系列新
聞發布會煙台專場，煙台市委副書記、市長鄭德雁向
外界通報，今年上半年，煙台市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
長達到 10.5%，其中 「四新」經濟增加值增長 19.1%，
佔 GDP 比重達到 31.9%。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上工
業總產值比重達到 59.4%，高於全省 12 個百分點。
「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經濟形
態，對於山東和煙台意義重大。 「大生產」路線讓高
能耗、重污染的問題漸漸觸及產業 「天花板」，煙台
正從勞動密集型經濟轉變到資本密集型經濟和知識密
集型經濟。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傅向升撰文分析
山東石化產業時指出，山東在積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
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首要一條就是高端化學品佔
比不足 20%。這造成了行業利潤率低，如 2019 年山東
化工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 2.89%，分別低於全國和廣
東 2.55 和 3.34 個百分點。
煙 台 目 前 則 主 打 高 端 化 工 產 品 ， 2020 年 11 月 10
日，萬華化學發布公告，其百萬噸乙烯裝置 11 月 9 日
晚間產出合格乙烯產品，標誌着聚氨酯產業鏈一體化
—乙烯項目（一期）全部開車成功。
據悉，煙台市共有6 家山東省政府認定的化工園區，
多數位於渤海沿岸。這裏的定位，將是瞄準如美國墨西

煙台正邁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煙台正邁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
哥灣、日本東京灣般的世界著名環渤海石化產業帶。
煙台開發區係全國首批 14 個國家級開發區之一、山
東自貿試驗區煙台片區承載地、中韓產業園主陣地，
如今在這裏，泰和新材集團投資 60 億元建設了高分子
新材料產業園，相關產品產能保持全球前兩位；正海
磁材低重稀土永磁體基地項目產品廣泛應用於航天航
空、風力發電機、汽車電機等高端產業領域，可進一
步提高國產化配套能力；富樂新型膠粘劑研發生產項
目技術全球領先。
目前，煙台先進材料與綠色製造山東省實驗室成為
全省第一個掛牌的省實驗室，煙台省級以上企業技術
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創新平台已達到 550 多個，高
新技術企業總數達到 1120 家，居全省第 3 位。
「十四五」期間，煙台規劃突出創新在現代化強市
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集中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引
導產業不斷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到 2025
年， 「四新」經濟增加值佔比要達到 40%以上，以新
動能為主導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雙碳戰略 「破繭」 城市新未來
煙台的 「開放」是行動派，這一點在 160 年開埠史
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位於黃渤海之濱的這座膠東名城，銘刻着大唐盛世
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縱使千年風雲變幻，新時
代的煙台仍是 「一帶一路」的海上重要節點城市。
煙台發展的歷史，是一次次抓住機遇乘勢而上的歷
史。躋身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被列為山東新舊動
能轉換綜合試驗區 「三核」之一、山東自貿試驗區煙
台片區成功獲批，均是煙台收獲的重大政策機遇。如
今，一項重大產業機遇更是被煙台迎頭趕上。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曾公開表示： 「碳達峰、碳中和
將帶來一場由科技革命引起的經濟社會環境的重大變

革，其意義不亞於第三次工業革命。」
對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境內上市公司總
市值山東雙第一的煙台，如何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煙
台提出了創建國家級碳達峰碳中和示範區的新目標。
記者獲悉，煙台發出了全省第一度海上風電，實現
山東海上風電 「零的突破」。同時，在距離煙台市區
130 公里外的海陽市，全省首個建設並唯一投運的核
電站，一期工程自 2018 年 10 月投運以來，累計發電
556 億度，相當於節約標煤 1677 萬噸、減排二氧化碳
4393 萬 噸 。 2020 年 ， 當 地 清 潔 能 源 裝 機 容 量 達 到
850.8 萬千瓦，佔全市能源裝機總量的 45.5%，兩項指
標均居全省首位。
此外，海陽核能清潔供熱工程首開國內先河，被國家
能源局命名為 「國家能源核能供熱商用示範工程」，今
年將具備 450 萬平方米的供暖能力，覆蓋海陽全境，海
陽也將成為全國首個 「零碳」供暖城市，近年將向煙台
市區供暖，並有序向青島、威海等周邊區域延伸。
「始終把綠色低碳作為發展方向，打造全國清潔能
源橋頭堡，勇當全面綠色轉型之先鋒。」這是煙台新
的爭鳴！
煙台還加強與國內高校院所和央企大企合作，成立
了碳中和發展集團，組建了碳中和研究院，全面開展
煙台 「雙碳」摸底調查和 「雙碳」發展規劃與實現路
徑研究，組建 「雙碳」產業發展基金，積極申報國家
碳中和試點城市。
同時，煙台着力推動核、風、光、氫、儲等 「源網
荷儲」一體化發展，導入綠色低碳高端裝備、新材
料、科技研發、大數據等新興產業，聯動青島、威海
等周邊區域，打造膠東經濟圈融合發展先行區、中日
韓清潔能源合作先導區。
未來 3-5 年，煙台提出清潔能源產業產值要達到
1200 億元，成為全國 「雙碳」產業發展的標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