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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橫琴將藉統一商事登記改革試點，建
立與港澳相銜接的國際商事登記制度，降低港
澳企業落戶門檻。珠海市橫琴新區黨委副書記
、管委會主任牛敬今天透露，珠海橫琴將在今
年迎來港澳企業落戶高潮。目前全區企業總數
已達679家，註冊資本金308億元人民幣，其
中2011年港澳企業數和註冊資本呈快速增長態
勢。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一日電】

牛敬今天透露，橫琴開發兩年多來新區各項工作進展
順利，經濟發展取得了突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均實現了
三位數的跨越式增長，全區企業總數 679 家，註冊資本金
308 億元，其中 2011 年新增註冊企業 225 家，同比增長了
174%，註冊資本金142.04億元，增長了12.2倍，其中澳門
企業11家，註冊資本9億元，香港企業16家，註冊資本10
億元，香港新增註冊企業戶數增長了174%，澳門註冊資本
增長了233%。

產業項目已經取得突破
牛敬認為，珠海橫琴在創新政策領域取得突破，國家

、廣東省和珠海市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支撐政策陸續出台，
初步形成了開放度最高、體制寬鬆度最大、創新空間最廣
的政策環境。

目前，橫琴的產業項目已經取得突破，總投資超過
1000億元的16個重點項目快速推進、進展良好，初步形成
北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南至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的環澳
產業帶，特別是珠港澳合作取得突破。橫琴島澳門大學新
校區主體建築已全部封頂，預期年底實現整體竣工驗收；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公司正式成立並成功揭牌
拿地50萬平方米，園區規劃和項目現場場平等工作進展順
利。

率先推商事登記改革
牛敬表示，作為國家首個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橫

琴將通過參考借鑒港澳地區的先進發展經驗，全力打造兼
具港澳特色和內地特點的 「一國兩制第三地」。

據悉，3月15日，廣東省政府正式印發了《關於加快
橫琴開發建設的若干意見》，在授予橫琴部分省級經濟管
理權限、創新企業登記制度等13個方面提出了42條支持舉
措；《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條例》今年也正式實施，在
全國率先將商事登記改革納入地方性法規加以推動。

牛敬介紹說，國家和省市這一系列創新政策已逐步形
成了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內容包括探索建立企業主體資
格登記與經營項目許可相分離的登記制度、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認繳制度、企業主體資格登記與住所或者經營場
所審批相分離的登記制度等，這些法規政策將促進橫琴新
區在企業登記制度上率先與港澳、與國際接軌，促進港澳
投資者進入橫琴發展，為所有海內外客商提供高效便捷的
服務。

為此，橫琴將借鑒港澳工商登記制度的經驗和做法，
面向世界、優先港澳，為投資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務。並
且結合橫琴實際以及試點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及時跟進完善，牛敬預計，今年落戶橫琴的港澳企業將達
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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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一日
電】為推進廣東新型養老社會網絡建
設，廣東省今年將投資近五億元，新
建兩個養老服務示範項目，預計將提
供2600張床位，為廣東省新型養老機
構的建立提供示範作用。

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張元表示，
為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廣
東省今年將在重大民政項目建設上取
得突破，將新建兩個養老服務的示範
項目，即廣東省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廣東省養老服務楊村示範基地。

據悉，廣東省社會福利中心計劃
用地面積是 76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26000 平方米，設置床位 600 張，總
投資 1.2 億元，目前這個項目的建設
用地已經落實，將在今年上半年立項
；廣東省養老服務楊村示範基地是集
養護、醫療、康復、休閒、度假、旅
遊、培訓、認證、對外交流於一體的
基地，也是我們省養老服務科研產業
基地，計劃用地面積是 33.35 萬平方
米，建築面積 8.4 萬平方米，設置了
床位 2000 張，總投資 3.5 億元，目前
這個項目的建設用地已經落實，將在
今年底前要完成立項。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二十一日電
】廣東經濟發展放緩，更加需要全球經
濟資源支撐和海外友好力量支持，廣東
省省長朱小丹今天參加廣東省僑務工作
會議時表示，廣東要加大以僑引智引資
力度，支持僑資企業參加廣州南沙、深
圳前海和珠海橫琴等建設，為經濟社會
轉型升級服務。

去年廣東省僑辦牽頭，聯同廣東省
社科院等多個機構，組成 5 個調研團深
入18個國家進行系統的僑務資源調研，
其中針對華商經濟與廣東開放型經濟建
設的專題調研結果顯示，進入21世紀全
球經濟開始發生新的重大變化，在全球
、華商和廣東經濟 「三轉型」並行中尋
找契合點，是推動華商經濟更好地促進
廣東轉型升級的關鍵。

因此，朱小丹認為 「十二五」期間
廣東省僑務工作的重點，首先是加大以
僑引智引資力度，服務經濟社會轉型升
級，具體包括着力引進華僑華人高層次
創新創業人才，提高利用僑資的質量和
水平，發揮僑務促進 「走出去」的優勢
和作用等。其中，廣東將加強僑資投向
引導，鼓勵僑資更多投向現代服務業、
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和

科技研發等環節，支持僑資企業參與廣
東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區、產業轉移
工業園尤其是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
海橫琴和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建設。

同時，朱小丹強調維護權益是僑務
工作的核心，目前廣東還有約 3 萬名分
散在各地的歸僑僑眷處於貧困狀態，未
來廣東繼續加大維護僑界權益力度，把
貧困歸僑僑眷納入扶貧總體規劃，改善
歸僑的生活。今年，將推進 「同富裕」
示範項目建設，確保華僑農場5000戶危
房改造任務。此外，還將着力推動在湛
江市奮勇華僑農場建設 「東盟工業園」
，支持揭陽市普寧華僑農場興辦華僑創
意文化園等。

據了解，在中國5000萬海外華人華
僑中，有3000萬是廣東籍鄉親，佔海外
華人華僑總人數60%。而在中國3000萬
歸僑人員當中，廣東籍的歸僑有2000萬
人。2011年，廣東省藉助 「粵東僑博會
」、 「世界客商大會」、 「世界客屬懇
親大會」等平台，依託五大洲華商網絡
，推進招商引資等項目，截至2011年底
全省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700多億美元，
僑資企業總數達5.55萬家，佔全省外資
企業總數六成多。

【本報記者黃裕勇二十一日電】
《國家工商總局關於支持廣東加快轉型
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意見》賦予廣東
5 個方面 32 條先行措施，廣東省將率先
在深圳和珠海橫琴新區試點，開展商事
登記制度改革試點，深化粵港澳合作。

對此，廣東省政府新聞發言人、省
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張愛軍認為，國家工
商總局此次扶持廣東先行先試的政策，
主要體現在商事登記制度的變革上，以
「寬入嚴管」為原則，對市場主體服務

放得最寬、權力下放得最徹底、從重審
批轉向重監管措施最具體，包含了一批
首創性政策，有助於完善廣東省市場監
管和服務體系，放開搞活企業，增強企
業活力；有助於廣東省加快轉變政府職
能，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廣東省工商局局長盧炳輝介紹說，
廣東省將力推進登記註冊制度改革，構
建寬鬆的市場准入環境，一是依託深圳
、珠海特區立法優勢和政策先行優勢，
在深圳和珠海橫琴新區全面開展商事登
記制度改革試點，努力探索符合國際慣
例的企業准入制度，降低港澳企業進入
門檻。

二是依託惠州市工商系統近年來開
展登記制度改革探索的基礎，在惠州市

深化公司註冊資本改革試點，探索試行
註冊資本 「零首期」，放寬貨幣出資比
例限制，拓寬出資方式，創新註冊資本
驗證辦法，延長出資期限。

三是廣東省工商局將編制《廣東省
企業登記前置審批許可事項目錄》進一
步規範企業登記前置審批許可事項。

四是將分別不同情況放寬企業登記
場所條件、企業名稱登記條件、企業集
團登記條件，支持個體私營企業轉型升
級和優勢企業發展、支持農民專業合作
社和農村休閒旅遊業發展，支持 「雙轉
移」和文化體制改革，支持現代新型產
業、新型業態發展和重要平台、重大項
目建設。

此外，廣東省還將推動廣州、深圳
加強廣告產業園區建設，努力建設國家
級廣告產業園區，引領廣東省廣告業走
集聚化、規模化、高端化的發展道路。

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此前對此表
示，中國以往的商事登記制度是 「重審
批、輕監管」，深圳、橫琴商事登記改
革的方向是 「寬審批、嚴監管」。丁力
認為，商事審批或將徹底 「鬆綁」，並
最終將從深圳、橫琴等地推廣至廣東全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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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丹：
支持僑資參與南沙橫琴建設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電】在 iPad3 全
球首售的五天內，據傳深圳華強北迅速囤積了近二十
萬台的 New iPad 貨源，輸往內地銷售，被指已成為
內地蘋果產品水貨 「第一街」。

有活躍深港口岸的水客頭目及華強北水貨商今日
向記者透露，華強北囤積的這批貨源，港行貨佔的比
例並不大，主要是來自美國、加拿大的3G版貨源。
更有水貨商在全球發售的幾個不同國家與地區分批下
訂單，收集逾萬台iPad3急調內地銷售。

記者今日來到華強北一家電子批發城，詢問
iPad3 水貨，幾家舖主均表示可以拿到貨，港行貨
16G WiFi版3800元人民幣，但3G版則加價400元。
其中一名打扮時尚的年輕女店主表示，港行貨只有普
通版，來買的人少，最為暢銷的是美版帶3G網絡的
iPad3。上周五，16G的港行貨iPad3 4300元買到，現
在價格跳水到3800元左右，直降500元。

短短四天內，華強北20萬的iPad3貨源從哪裡來
？經業內一名中介人搭線，隨後記者找到一個活躍深

港口岸的水客頭私聊。據他透露，這批水貨主要是來
自美國、加拿大，水貨商先是僱人在當地申請十幾張
信用卡，在不停排號刷貨，以官方價格分批進貨，再
在香港集中貨源。

另澳門也成為內地 iPad3 水貨源地，有不少廣告
貼出招澳門的學生、勞工代購。因無蘋果直營店，澳
門的 WiFi 16G 版本 iPad3 賣到 4800 港幣，比官網貴
近千元。

「水客」 一部賺90元港幣
據與記者碰面的水客頭透露，在華強北並沒有統

一的派貨商，這些商家是委託近百個水客組織，分批
用 「螞蟻搬家式」的方式帶貨入境。他稱，一台
iPad3 從香港偷運內地，貨物要先在香港上水、新界
等地拆開包裝，再將盒子與機身分裝給不同的 「旅客
」，化整為零的走貨入境深圳，再由水客頭組織專人
去口岸收貨。

據這位水客頭說， 「水客」組織嚴密，每個水客

與收貨的人員單線聯繫，互相不認識，即使查繳一單
貨，另外9單貨並不受影響。近日，羅湖口岸、沙頭
角口岸連續查獲多宗中學生人體幫藏iPad3入境案。

他還透露，目前，一台 iPad3 走私入境的渠道費
150 至 200 港幣，其中風險最大的水客走貨環節，一
個職業水客帶貨一台70至90元港幣，較之前iPad2降
價20港幣左右。

20萬部iPad水貨囤積深圳
美加刷貨內地賺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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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將推動工商登記註冊國際化進程，降低港澳企業登陸廣東門檻
黃裕勇攝

▲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圖

橫琴位置示意圖

▼橫琴鳥瞰，遠處為澳門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