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田毗鄰香港，擁有地理和鄉情上的優
勢，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同胞眾多，僑資、
港資眾多。多年來，廣大僑親情繫鄉梓，成
為福田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新的時
期，新的形勢，給福田僑務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更加廣闊的舞台，福田僑務部門與時
俱進，拓展僑務工作新視野，增加僑務工作
新內容，在維護僑益、發揮僑益等方面成績
顯著。

據統計，目前福田轄區海外僑胞、歸僑
僑眷和港澳同胞已超過10萬人。他們很多人
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些還是經濟、科
技、金融、法律、文化等領域的精英，各自
建立了廣泛的商業、貿易網絡，擁有較高的
知名度，福田區高度重視這些資源，僑務部
門不斷創新僑務工作新思路，以街道、社區
為依託，健全工作網絡，整合僑務資源，內

強外聯，形成了 「社區—轄區—香港—海
外」的大僑務工作格局，創造了社僑資源互
動、雙向服務、融合共進的和諧社會新型社
區的僑務工作新局面，樹立了福田對外新形
象，同時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
展。

社僑資源互動
雙向服務融合共進

為了使僑務工作更細緻，更到位，福田
區把社區僑務工作納入社區建設體系，做到
組織建設、制度規範、幹部培訓、陣地建
設、經費保障等均落實到位，率先在全市建
立街道僑聯組織，實現社區僑務工作三級管
理體系，僑務工作網絡覆蓋全區。福田區還
探索出一條比較完善的僑務工作制度：包括
活動制度、登記制度、信訪制度和走訪慰問
制度等，令社區僑務工作邁向制度化、規範
化。

福田區在推進社區僑務工作進程中，積
極拓展 「雙向服務」，逐步形成了 「社區為
僑服務、僑為社區作貢獻」的僑務工作新格
局。

多年來，在區政協換屆選舉期間，區僑
辦、僑聯積極向區政協推薦港澳人士、歸僑
僑眷和僑資企業中的代表性人士約50人次。
致力於開展 「僑力資源共享」公益活動，把
僑界的愛心和愛國愛鄉的真情與社會公益事
業有機地結合起來。四川特大地震發生後，
僑務部門發動僑界人士共向災區捐款捐物折
合人民幣 773.64 萬。扶困助學等活動目前已
經成為了福田區僑務工作的一大亮點，不僅
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還大大提高了福田
僑界的知名度、凝聚力和戰鬥力。

僑務部門利用豐富的僑力資源大力宣傳
福田投資環境和優勢政策，廣泛聯繫海內外

僑胞，以僑引資、以僑引智、以僑引商。港
資、僑資企業紛紛進駐福田，對福田區的經
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深港交流熱絡
各階層廣泛融合

福田區每年組織舉辦居港同胞新春春茗
會，與會嘉賓規模高、範圍廣，影響力大，
已成該區僑務工作的一張 「名片」。

幾年來，福田區僑務部門與旺角街坊總
會、香港獅子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分會、
香港青年會新界總商會、觀塘工商業總會、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香港深圳社團總
會、新界工商業總會等數十個香港友好社團
以及香港各區議會建立了長期友好交流合作
關係，每年都積極參加他們的換屆、就職慶
典活動，並邀請他們來福田觀光、參觀、交

流。福田每年還積極參與14個居港宗親會的
春茗、團拜活動，經常赴港對宗親社團走訪
和調研，聯絡鄉情。

隨着新形勢的發展，着眼未來，福田區
僑務部門把關注重點轉向僑界青年骨幹的培
養上來，成立僑青委是福田區僑務部門的一
個創舉。福田區僑聯於2010年7月10日在全
市率先成立 「福田區僑聯青年委員會」。77
位 「僑青委」理事有 9 位是港人，平均年齡
僅為 32.5 歲，相當一部分是 「海歸」人才，
學歷水平較高，且他們多數從事高新技術、
現代服務業或文化產業，與福田區經濟結構
調整的趨勢相適應，更具有參政議政優勢。
「僑青委」的成立，使福田僑界青年有了堅

實的組織保障，保證了福田僑務工作向縱深
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大大增強了福田區僑務
隊伍的活力與戰鬥力。同時促進了香港與內
地青年思想文化交流，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
的認同感起到積極作用。

為更好地做好深港兩地青少年聯誼交流
工作，僑務部門還經常舉辦港澳學子夏令
營，加強深港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增強港澳
青少年的愛國之情。通過交流聯誼，依靠愛
國友好社團、宗親會等組織，宣傳國內改革
開放的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弘揚民
族優秀文化和愛國愛鄉傳統美德，進一步密
切了深港兩地的合作，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未來僑務工作將緊密結合福田區委區政
府的 「香港和新加坡管理團隊引進計劃」，
組織僑界社會賢達成立 「僑界福田智庫議事
會」，廣納僑界人士智慧，為建立國際化城
市管理標準體系出謀獻策。同時創建 「僑務
明星社區」，配合福田區市容環境整治行
動，把福田建設為 「法治化、智慧型、高品
質的國際化先導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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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錦，瑞景日新。一年一度的深圳市福田區居港同胞春茗會今天在福田區會展中
心舉行，在同賀新春，共敘鄉情的同時，福田區委、區政府將向福田籍居港鄉親和香港各
界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彙報過去一年福田區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介紹福田區的未來規劃和
建設 「法治化、智慧型、高品質的國際化先導城區」 的發展目標，寄望兩地共繪 「首善之
區、幸福福田」 新藍圖。

文：梅哲

過去的五年，福田實施 「環境立區」戰略，實現科學
發展新跨越，踏上了建設首善之區、幸福福田的新

征程。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背景下，福田經濟發展大
發力、轉型快。到 2011 年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 9.86
萬元增至15.41萬元，年均增長8.1%。地區生產總值累計
增長 76%，達 2050 億元。稅收總額增長 2.09 倍，年均增
長25.3%，達650億元。一般預算內財政收入增長1.8倍，
達88.4億元，是建區以來增量最大的五年。

拓樓宇經濟 打造企業總部
總部經濟在區域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福田

作為全市行政、文化、信息、會展和商貿中心，區內高
樓林立，適合依託樓宇發展總部經濟。福田憑藉CBD優
勢，積極推進國內有重要影響力的總部企業集聚輻射
區、金融中心城區、文化創意先鋒城區、民生幸福城
區，為全面建設國際化先導區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以CBD為核心的總部集聚區逐步成型，成為
高端總部經濟基地、深圳總部經濟核心城區、深港總部
經濟窪地。

經過幾年的建設，福田CBD與環CBD高端產業帶增
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六成，成為經濟產出的主
體空間。金融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36.6%，金
融中心城區的主導地位基本確立。

在福田，一棟高層樓宇一年可以流出64.96億元的稅
收，相當於內地一個中等城市全年的總稅收，這個只有
在香港中環才可能出現的經濟神話如今已經在福田區的
招商銀行大廈上演，這是福田在尋找城市轉型過程中，
經濟集約、內涵、品質發展新路徑的過程中，把發展
「服務經濟」做為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方向和重點所取

得的現實成果。
福田樓宇經濟種出 「高產田」。全區50棟億元樓稅

收佔轄區稅收比重超六成，億元樓稅收增長貢獻率、總
部經濟佔億元樓稅收比重和現代服務業佔億元樓稅收比
重均超過六成，樓宇經濟成為福田驕傲。

以香港為標杆
打造國際化先導城區

在不久前開幕的福田區黨代會上，福田區以戰略性
眼光，制定了福田的理想愿景：就是用 20 年左右的時
間，構建首善之區、幸福福田的基本風貌，使城區形態
總體達到國際先進城市水平，居民生活總體達到福利型
小康水平。屆時，福田將成為高度開放、活力蓬勃，融
合珠三角、輻射亞太的高增值智慧之區；成為高潔尚
德、法治彰顯、平安和諧、東西方文化密切融合的法治
文明之區；成為均衡富裕、生態優美、功能完備，更具
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區域性國際魅力之區。建設理想愿景
的參照對象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為了實現這個美好的愿景，福田在其中期目標中特
別提到，用 5 到 10 年左右的時間，建設法治化、智慧
型、高品質的國際化先導城區，奠定首善之區、幸福福
田的堅實基礎。在實施過程中加強粵港澳合作。

在城市管理中，福田區特別提到了精細管理的概
念，並創新提出實施 「香港和新加坡管理團隊引進計
劃」，建立國際化城市管理標準體系。

香港經驗是福田城市管理的一面可鑒之 「鏡」。幾

位香港人士提供了多角度的參考樣本：香港政府在市民
規範教育、基層社區治理與服務、治安、教育、環保、
衛生等多個領域，可資借鑒的經驗非常豐富。

為了打造國際化先導城區，福田在未來五年的發展
方向和理念上提及實施 「福田都市文明促進行動」，探
索建立居民道德教育新機制，失德者責，呵護崇德尚禮
的尊貴和自信。

在深圳有投資的香港政協委員林光如先生表示，香
港的德育教育是生活化的，從小處着手，但深入人心，
不是生硬而空泛的運動式的。香港政府部門的宣傳推廣
意識很強，幾乎每個政府部門都在電視上做公益廣告。
這些公益節目，涉及到香港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
但包括市民的健康衛生、教育、治安等利益直接相關的
內容，同時還把與市民利益間接相關、但對香港經濟舉
足輕重的內容突顯出來。比如保護知識產權、熱情好客
促進旅遊等。

去過香港的人，都對香港良好的秩序印象深刻。在
香港沒有不排隊辦事、越線超車的現象。香港高級公務
員協會一位人士表示，這些現象有政府的努力，但社會
上初具規模的企業的參與也功不可沒。香港的公共汽車
公司、銀行和公共事業機構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紛紛
推出排隊輪候服務的安排。風氣形成之後，所有的排隊
人士都注重個人權益，使試圖插隊的人士卻步。在交通
管理方面，政府實施了基建的配合，如在大部分的公路
中央，增建隔開來往車道的護欄，所有的路口都設計了
防止逆線行車的部署，使駕駛人士清楚知道，一旦擅自
逆線，必然難以回到原來應走的路線，還會引起公憤和
受到懲處。

在港人的眼中，福田區是深圳市民素質最高的區
域，在打造文明城區方面，如果福田能夠很好地借鑒香
港經驗，那麼福田區整體文明程度將有大的提升。

據了解，得悉福田有意引進香港管理團隊後，一些
香港機構躍躍欲試，他們紛紛看好福田的未來發展，並
希望把香港元素帶到福田國際化城區建設中。

法治城區提升福田軟實力
未來在建設國際化先導城區的工作中，福田首先提

到了打造法治城區。堅持依法治區，崇尚法治精神。營
造學法守法用法、重信誠信守信的良好社會氛圍，率先
在創新社會管理上取得新突破，讓公眾有序參與社會事
務，讓居民群眾享有平安環境。政府層面打造法治政
府，推進政府服務法治化，完善行政執法機制，規範行
政執法行為。加強網絡問政，強化政務公開。民眾層面
全面提升居民法制觀念和法律素養，塑造現代公民意識
和法治人文精神，在全社會倡導尊重法律、尊重規則的
良好風尚。健全社會誠信體系，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機
制，建立失信懲戒制度和守信激勵制度。

福田致力於打造法治城區的理念得到了關心福田發
展的港人的認同。位於福田區的東亞銀行深圳分行一位
港籍高管表示，法治城區將大大提升福田的軟實力，未
來將會吸引更多的港企和世界500強等企業投資福田。也
會有更多的港人選擇到福田生活和消費。他稱，香港的
市場經濟發展成熟，法制健全，一切均有章可循。操作
性強、市民重視、認同率高。在這方面，福田可以向香
港學習。

福田樓宇經濟
種出 「高產田」

僑務創新
打造福田對外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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