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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場孵化335家香港創業團隊
前海方案發布一周年「前海港澳e站通」提供223項服務

目前，前海已經成為港青北上創業就業的
熱門目的地，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為眾

多港青圓了創業夢，累計孵化香港創業團隊
335家。今年7月，夢工場北區啟用，將港澳青
年創業空間拓展至13.9萬㎡，現已引入21家企
業，其中港企佔六成。

助港澳青年享灣區機遇
過去一年，前海還通過「前海港澳青年招聘

計劃」為眾多港澳青年提供實習就業的舞台，
幫助更多港澳青年共享大灣區發展機遇，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截至目前，「前海港澳青年招
聘計劃」累計面向港澳青年發布超過4,000個
工作崗位。僅今年上半年累計發動170家前海
企業發布崗位2,479個，同比增長331%。同
時，推動港澳涉稅專業人士在前海免試跨境執
業，16類港澳人才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過去一年，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發

布，深港「雙城三圈」建設迎來更大利好，前
海為此加強了綜合交通樞紐的打造，以強化與
香港的交通聯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洪
水橋/厦村至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已
處於前期規劃研究階段。前海客運口岸納入了
國家「十四五」新開口岸範疇，新口岸的建設
將對大灣區的覆蓋和輻射作用帶來積極影響，
更有利於推動與香港基礎設施的高效聯通。據
悉，為提高深港跨境貨物運輸效率，前海還創

新「水運接駁分流」模式，供港專線累計運送
貨櫃標箱數和貨物量均佔深圳全市六成。

200金融機構落子前海
金融創新是前海擔負的重要使命之一，也是

前海深港合作中的重要領域，《前海方案》中
亦明確提出支持前海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日
前，前海聯合香港財庫局發布支持前海風投創
投發展十八條措施，包括推進香港有限合夥基
金（LPF）與前海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
（QFLP）試點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等，引起
香港業界熱烈反響。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
目前前海已實踐「三個首批」金融創新落地，
當中包括首批本外幣合一銀行賬戶試點、首批
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業務試點及粵港
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前海深港國際金融
城，已有200家金融機構簽約入駐，三分之一
為港資外資機構，恒生前海基金、聯易融數字
科技、大新銀行等重點港資、外資金融機構落
子前海。
歷經10餘年發展，前海已經在一片灘塗上建

起鱗次櫛比的高樓。據統計，2021年，前海區
的生產總值為 1,755.67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0.5%；實際使用外資58.22億
美元、同比增長14.9%。2022年1-6月，實際
使用外資35.33億美元、增長17.4%，佔深圳全
市約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港人註冊前海企業，北上前海發展日益便

利。一年前的9月6日，國務院公布實施《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

方案》（以下簡稱《前海方案》），前海獲

得了物理空間和產業空間上的「雙擴容」。一周年以來，前海抓住「擴區」和

「改革開放」兩個重點，在深化改革、對外開放、金融業對外開放、法律事務對

外開放、科技創新、營商環境、人才集聚等方面推進多個任務，不斷深化深港合

作，其中在營商環境方面，「前海港澳e站通」提供「註冊易」、「辦稅易」、

「社保通」等223項服務，9月起更提供全港首創深圳前海營業執照在港打印服

務，令港企「足不出香港」就可以一站式辦理前海政務服務。此外，工程建設項

目做到「拿地即開工」、「一次申請、按需發證」，審批辦理時間由49天縮減

至13天。

大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方案》中明確提出前海要打造全面深
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在重大改革任務方面
先行先試。截至目前，前海各部門各單位在
投資、貿易、金融、法治等領域已累計推出
制度創新成果725項，其中65項已在全國獲
複製推廣。
此前，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於推廣借

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

知》，推廣深圳經濟特區共5方面47條創新
舉措和經驗做法，鼓勵各地結合實際學習借
鑒，當中 「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
接」、「創新機制建設國際仲裁高地」、
「允許香港建築業專業機構及人士在深提供
服務」等多項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與前海密
切相關。
此外，前海去年推出的「歇業制度」也是

在全國推廣的創新舉措之一。據悉，該制度

是指依法設立的商事主體遇到困難暫時無法
開展經營活動時，向商事登記機關申請保留
其主體資格、不按照自行停業處理，待情況
好轉後重新啟動經營的制度。
該制度讓企業在遭受臨時困難時，可在一

定期限內暫停經營，有助於降低市場主體維
持成本，提供一個積蓄力量、東山再起的機
會，為內地出台相關的幫扶政策措施提供先
行經驗。

前海65項制度創新複製推廣全國

◆9月6日，國務院公布實施《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滿一周年。一年來，在營商環境方面，「前海港澳e站
通」提供了「註冊易」、「辦稅易」、「社保通」等223項服務。圖為由多名港青創立的百邁技術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研發，在前海實現
了飛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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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曉芳 北京報道）2022北京
國際合作論壇暨CBD論壇6
日在京開幕。本屆論壇以
「深度融入全球合作 提升
城市開放活力」為主題。論
壇上，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政
府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
作中心正式簽署合作戰略協
議。
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

梁志仁在論壇指出，「京港
雙註冊機制」進一步拓寬招
商渠道，幫助優質企業在京
港兩地同步註冊，北京可利
用香港國際化營商環境和對
接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通
過香港作為「國際跳板」，
把科研成果推廣到海外市
場。

京港經濟均以服務業為主
梁志仁說，香港既是北京

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地，也
是北京企業在境外投資最多
的地區，其中有不少港資企
業在朝陽區和CBD投資。京
港經濟均以服務業為主，北
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多批次
的改革試點任務中，湧現出
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利
好香港企業在京投資，包括
資金要素開放、人才要素開
放、財稅優惠、知識產權保
護及運用等方面。
「北京CBD國際招商聯

絡站香港分站已於去年年底
正式啟用，並同時發布『京
港雙註冊機制』，進一步拓
寬優化招商引資渠道，幫助
優質企業在京港兩地同步註
冊。」梁志仁說，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高效的
資本市場、與國際接軌的監
管制度、成熟的法律制度，
以及大量具有國際經驗的人
才，是聯繫環球市場的理想
平台。「香港歡迎北京市的
企業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
通過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及銀
行融資等，籌集資金，並利
用香港的專業人才，為企業
開拓境外市場，提供各種國
際化服務。」

京港可強強聯手錯位發展
梁志仁表示，北京正在積
極建設全球綠色金融和可持
續金融中心，開展了大量的
創新探索。而香港在綠色金
融領域也作了不少開創性的
實踐，也擁有眾多具有綠色
金融經驗的國際金融機構和
第三方評價服務機構，可以
加強與北京金融機構的合
作。
「北京正在建設面向全球
的國家級綠色交易所，積極
承建全國自願減排等碳交易
中心。而香港證監會、香港
交易所也正在評估香港獨特
的金融優勢，探索碳排放配
額市場及自願性碳交易市場
等機遇。兩地可以探索如何
強強聯手，錯位發展。」
梁志仁認為，北京不但可
以與香港在具體科研項目方
面合作，更可以利用香港國
際化的營商環境和對接粵港
澳大灣區的資源，加快創新
技術市場化及科研成果商業
化，再通過香港作為「國際
跳板」，把科研成果推廣到
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迎來印發實施一周
年。目前落戶橫琴的科技型企業超1萬家，各類國
家級、省級科技創新平台達20家。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透露，澳門大學等高校的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也已落地橫琴，「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凸顯；產學
研合作模式多元化，涵蓋專利成果轉讓、建立聯合
實驗室、技術支持初創企業等，粵澳合作的科創產
業生態圈初步形成。

讓產品走進葡語市場
「一微半導體博士後科研工作站（企業分站）已

順利獲批在橫琴設立。」珠海一微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聯合創始人、高級副總裁姜新橋表示：「我們
將深化與澳門的產學研合作，通過與澳門大學建立
聯合實驗室、聯合培養博士後等方式提升創新能力
並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同時，讓產品更好地走進澳

門市場、葡語系國家市場乃至全球市場。」
姜新橋稱，橫琴新出爐集成電路產業政策從支持

企業發展、人才引進、平台建設、粵澳協同創新等
提出具體扶持措施，對於該公司招募吸引優秀科研
人才將起到積極促進作用。據悉，目前一微半導體
已累計申請知識產權超過1,300項，專利申請量在清
潔機器人技術與芯片領域位居全球前列。

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目前，橫琴註冊的集成電路企業有400多家，

產業規模超過10億元（人民幣，下同）。」珠海先
進集成電路研究院院長龔斌說，橫琴在集成電路產
業新政策針對澳門人才及產業平台給予支持，吸引
更多海外創新要素集聚橫琴。「未來，橫琴可充分
發揮鄰近澳門的區位優勢，借鑒新加坡國際化、知
識產權保護環境良好以及外匯結算便利化的經驗，
形成具有橫琴特色的『創新驅動+市場驅動型』的產

業發展路徑。」
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

重點實驗室代主任麥沛然表示，內地市場正在推進
「核心技術」與「核心元器件」的國產化，具有幾
千億元人民幣的規模。橫琴可考慮進一步把橫琴與
澳門高校的相關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形成多個機構
的聯動協作體系，「澳大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
將積極發揮技術、人才和全球聯絡人優勢，貢獻橫
琴芯片業發展」。
據《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

要高標準建設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院校的產
學研示範基地，構建技術創新與轉化中心，推動合
作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支
點。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澳門大學等高校的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已落地橫琴，加速推動科研成果
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通過與內地企業、
高校等共同開展高水平的產學研合作，致力將科技
成果逐步推向市場。
現時澳門與橫琴正構建多樣化產學研合作新模式，

涵蓋了接受企業的定向開發立項調研、專利成果轉讓、
建立聯合實驗室、技術支持初創企業等，其中，珠海
澳科大科技研究院正在開展新材料納米技術——硅基
OLED微顯示器、太空科學領域技術——地磁衛星產
業、人工智能及系統工程技術——半導體晶圓製造智
能系統等項目，還將攜手企業聯合研發新一代介入內
放療手術機器人、蛋白組學檢測等項目。
同時，澳門大學與珠海華發集團已簽署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攜手建設「澳大—華發聯合實驗室」，
首批進駐實驗室的項目共12個，集中在生物醫藥、
微電子及先進製造、智慧城市3大領域，加快科研
成果產業化進程。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春
明稱，目前該研究院在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過程中擔
任「三角色」：與成熟的科技企業建立合作關係；
通過轉移孵化科技企業助力企業在橫琴落地開花；
還將提供資金對接，重點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科
研成果轉化等服務性項目。

逾萬科企落戶橫琴
「澳門研發+橫琴轉化」生態圈初形成

◆《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建
設總體方案》
迎來實施一周
年。目前落戶
橫琴的科技型
企 業 超 1 萬
家，各類國家
級、省級科技
創新平台達20
家。圖為澳門
青年在橫琴體
驗綠色低碳活
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