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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加快國家創新型城
市和低碳城市建設步伐，今年深圳
市將全面支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榮高度重視
產業轉型升級工作，曾特別批示：
「深圳產業轉型升級有基礎、有優
勢，近年來這方面工作又有新成效
。我們一定要通過扎扎實實的工作
成效，實現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
『當好排頭兵』 的目標要求。」

龍崗區是深圳市傳統的產業大區，大
運會的成功舉辦，為龍崗的產業轉型升級
創造了更加優越的環境條件，龍崗迎來了
產業轉型升級的最佳時機。深圳市委常委
、龍崗區委書記蔣尊玉表示：未來5年龍崗
區將按市委市政府要求，繼續加大產業轉
型升級力度，着力提升龍崗經濟發展質量
，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打造深惠路現代
服務業走廊和水官高速創新產業走廊，建

設華為科技城新一代信息產業、大運新城
商務產業等產業基地，形成龍崗 「兩廊多
園」、梯度集聚的發展格局。用3到5年時
間，啟動、提升、規劃30個左右創新產業
系列園區，預計總建築面積達 1200 萬平方
米，吸引近3000家創新型企業入駐。

藉大運會契機
改善城市軟硬件設施
2011 年龍崗區經濟總量持續快速增加

，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為全市經濟社會發
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龍崗區成立18年來，
已發展成為深圳市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
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地和科技創新的主戰
場。2011 年，龍崗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1880億元，同比增長11.5%；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 1140 億元，同比增長 14.5%；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422億元，同比增長17%；
外貿出口總額310億美元，同比增長21%；
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項目467宗，合同利用
外資9.6億美元，同比增長420.4%；實際利
用外資5.5億美元，同比增長6.1%；高科技
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67.6%。

龍崗區作為深圳的後發地區，在經歷
了大運會後，基礎設施、交通條件、營商
環境等得到極大改善，隨着特區一體化的
深入實施，全市發展重點的逐步外移，龍
崗的城市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大幅提升，後
發優勢全面彰顯，為企業界加快發展提供
了良機。近年，為迎辦大運龍崗區交通狀
況顯著改善，地鐵3號線、5號線建成運營
，深惠路、水官高速、龍翔大道、黃閣路
等改擴建工程完工，鹽排高速、鹽壩高速
、南坪快速一期、丹平快速一期、北通道
、南通道、碧新路北段等一批高快速路建
成通車，打通75條斷頭路，全區道路總里
程達 1438 公里，規劃道路建成率由 27.8%

提高到37.5%；城區環境明顯提升，新建、
改造各類公園130個，建成綠道217公里、
生態風景林1萬公頃。投資環境有了極大改
善。

全面啟動產業轉型升級
建現代化城區

目前，龍崗區正在全面拉開產業轉型
升級帷幕，提出 「一核兩廊三區四城」的
產業新布局，全面推出 「創新產業系列園
區計劃」，着力將龍崗打造成 「戰略性新
興產業的集聚區」和 「高新技術產業的新
特區」。龍崗區按照 「布局集中、用地集
約、產業集聚」的原則，着力打造 「一核
兩廊三區四城」的產業布局：一核，充分
利用龍崗地處深莞惠幾何中心的區位優勢
，打造連接粵東北、輻射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深莞惠產業創新產業核心區；兩廊，打
造水官高速創新產業走廊和深惠路現代服
務業走廊：水官高速創新產業走廊，依託
水官高速─北通道便利的交通優勢，按照
「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府為引導

」的實施原則和 「啟動一批、提升一批、
規劃一批」的操作思路，建設一批創新產
業園區，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產業、互聯網、文化創
意等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形成水官
高速路創新產業走廊。深惠路現代服務業
走廊，以深惠路為主軸，建設環深惠路現
代服務業走廊，通過城市更新等手段建設
一批服務業載體，重點發展高端商貿、金
融、餐飲、會展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成服
務齊全、配套完善的現代服務業走廊。

圍繞地鐵沿線
推動商貿服務業發展
近期，重點推動地鐵3號線沿線城市更

新，以各站點為節點，引導發展不同類型
和等級的商業、餐飲、酒店住宿等現代商
貿服務業，重點發展連鎖商業、品牌代理
、大型綜合商場、奧特萊斯、購物中心、
現代專業市場、商務酒店等新型商業模式
，將地鐵3號沿線建成各具特色、各有優勢
、百業爭艷的多層次現代商貿服務帶。三
區：重點建設寶龍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區
、平湖生產性服務業聚集區、南灣新興產
業集聚區，打造成龍崗新興產業的重要支

撐片區；四城：建設華為科技城、中歐低
碳城、大運創新城、西部文化城，打造龍
崗重要的特色產業基地。

目前，龍崗區正在全面推進 「創新產
業系列園區計劃」，按照 「市場為導向、
企業為主體、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的原
則，將一批優質園區進行整合提升，將其
打造成為以創新型產業為主導的專業特色
園區，使之成為創新型企業和創新人才的
聚集區。按照 「統一規劃、統一標識、統
一宣傳、統一配置、統一服務」的思路，
採取 「啟動一批、提升一批、規劃一批」
的步驟分階段實施，龍崗區已經推出26個
創新產業園區，其中啟動園區10個，提升
園區 9 個，規劃園區 7 個，將吸引 3000 家
創新型企業入駐，至 2015 年可實現年新增
產值2000億元以上。

據悉，深圳市龍崗區將於3月6日下午
在龍崗中海聖廷苑酒店舉辦 「2012 年深圳
市龍崗區春茗聯誼會」，屆時將有300多位
企業代表、投資商、行業協會代表歡聚一
堂，共謀產業轉型發展大計，並會評選授
予在龍崗經濟建設中突出有貢獻的企業；
同時將啟動今年新規劃的10個創新產業園
區招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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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樓價去年高企，基層居民置
業難，遂將買樓目標轉移往公屋單位，運輸
及房屋局最新數據顯示，租者置其屋去年再
售出一千六百多個貨尾單位，數量創近四年
新高。至於新公屋，最近五年預測共有逾七
萬五千個單位落成，但一、二人單位僅佔一
萬六千個，佔總數僅兩成一。

房屋委員會轄下全港三十九個租置屋邨
，近年繼續有租戶認購自己居住的單位，運
輸及房屋局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書面回覆顯示，過去四年，每年有六百多個
至一千多個租置單位售予現租戶，去年更售
出一千六百七十個，市區佔五百三十三個，
新界佔七百二十五個，擴展市區例如青衣、
沙田、馬鞍山等區的佔四百一十二個，令累
積售出租置公屋單位達十一萬九千多個，佔
十八萬三千多個可供出售單位總數的六成
半。

運房局表示，過去五年，房委會向租置
公屋業主購回單位合共一百七十八個，不過
數目持續減少，由二零零七年購回七十七個
，持續遞減至去年只有七個，其中回購市區
租置公屋單位數目由○七年的三十六個，減
至去年零個。

五年共售12萬單位
運房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署署長栢志高

稱，這些購回的租置單位將視為公屋供應一
部分，重新編予輪候冊申請人，至於獲編配
租置單位的租戶會否購入該單位，則是租戶
的個人選擇。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稱
，去年上半年樓市暢旺，樓價高企，公屋租
戶在私樓市場買樓困難，租置公屋的一手售
價免地價，相對便宜得多，為圓置業夢 「上
車」做業主，公屋租戶遂將置業目標轉回自
己居住的公屋，導致去年房委會售出租置公
屋數量創四年新高。他稱在額外印花稅措施
下，相信這些出售公屋在二手市場炒賣機會
甚低，公屋業主以用家佔大多數。

根據房委會現行措施，租置屋邨的新租
戶如在租約生效日起計兩年內購買單位，首
年可享有全額 「折上折」樓價特別優惠，第
二年可享半額 「折上折」優惠，第三年或以
後則不享有特別折扣優惠。

運房局數據並顯示，未來五年，房委會
每年落成的一、二人公屋單位由二千六百個
至三千八百個不等，佔年內落成公屋總數由
今年度的兩成三，逐步遞減至二○一五年度
的一成九。

由民建聯與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合辦的第
二屆 「新一代政治專才文憑」課程昨日在民建聯總部
舉行開學禮，四十五名來自各個領域和專業、從一百
四十個報名者中揀選的優秀學員，將於本月開始新的
課程學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民建聯副
主席劉江華、民建聯培訓委員會主席馮培章、港專校
長陳卓禧等擔任主禮嘉賓，紛紛寄語新學員，爭取成
為香港未來的政治人才庫的後備力量，為香港的政制
發展出謀劃策。

三方面分析港政制發展
譚志源從 「政制發展」、 「政黨政治」和 「政治

人才」三方面分析學員在未來課堂可以討論、思考的
題目。他說，政改方案通過後，落實了今年三月二十
五日特首選舉、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兩次選舉都是在
民主向前邁進一步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政制發展在未
來面對的挑戰很大，要達成有進展的共識很困難，要
平衡多方利益也絕對不簡單。往前一步看，二○一七
年普選特首時，下屆政府要思考，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和提名程序應怎樣才是民主？今屆特首選舉，競爭氣
氛很熾熱，相信二○一七年選舉的競爭只會更熾熱。

譚志源續指，相信政黨政治是無可避免的現象，
也是政治制度的需要，相信下屆政府要及時處理現行
本地法規對行政長官政黨背景的限制，包括考慮接受
有政黨背景人士競選等。另外，關於《政黨法》的設
立，譚志源個人認為用一個制度化法規去規管政黨健
康發展是好的。他最後寄語學員，從政要做到忠誠、
誠信、誠實和誠意。

報名人數增 碩博佔四成
陳卓禧介紹新課程時表示，課程的主題包括香港

政治結構與管治、經濟轉型和發展、公民社會的香港
政治新生態、教育政策、貧窮問題等。他還提到，今
年報名的人數高過上一屆兩至三成，其中擁有碩士、
博士學位的學員佔總人數的四成多。

劉江華期望，從政人員應打好穩健基礎，年輕人
有機會參與課程要好好珍惜。他相信，民建聯將會成
為開放性、學習型政黨。馮培章表示，今次錄取的學
員，學歷普遍高，報名者也來自公司董事、律師和學
生等各個界別，有十一名學員還是民建聯成員。

民建聯 「新一代政治專才文憑」 課程
昨日舉行開學典禮，四十餘名來自各界別
的學員出席典禮，擔任主禮嘉賓的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提出三個供學員在
新課程中討論的 「政治課題」 ，包括 「政
制發展」 、 「政黨政治」 和 「政治人才」
。譚志源又從自身經驗說起，寄語學員從
政要做到忠誠、誠信、誠實和誠意。

本報記者 王 欣

▲民建聯新一代政治專才文憑課程舉行開學禮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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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寄語學員從政要做到忠誠、誠信、誠實
和誠意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