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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深圳前海、廣州南沙
、珠海橫琴接連舉辦面向港澳的發展論
壇，三地負責人介紹進展、推薦優勢
——南沙意在 「東方威尼斯」，前海瞄
準 「東方曼哈頓」，橫琴強調 「比特區
還特」，各種藍圖顯示出，經過數年周
密準備，這三個粵港澳合作的棋子已經
縱橫成勢，且力爭為廣東的奇迹再造提
供動力。

同質化競爭是隱憂
當原有的經濟特區光環日漸黯淡，

全新崛起的三大開發區能夠獲得中央政
策的實質支持，無疑給廣東帶來新希望
。特別是當下經濟增速放緩，三地政府
對於進一步謀劃發展，無論在認識還是
行動上，都比以前凸顯積極和自覺。

幾大經濟區的爭先恐後，既讓人看
到落實中央利好政策的熱切，也折射出
珠三角的競爭意識。在三個發展論壇上
，不少關注新區發展的專家學者不約而
同表達出對 「同質化競爭」的擔憂。事
實上，如何避免各自為政，是內地區域
經濟發展遭遇的共同難題。這一現象在
珠三角表現得尤為明顯。可以說，珠三
角「牛」在普遍繁榮， 「痛」在分散決策
，造成產業同質化超過 80%，導致資源
浪費，也成為區域一體化的最大瓶頸。

人們擔心類似的 「窩裡鬥」會重現
於三大新區之間。橫琴、前海和南沙，
在大珠三角的經濟地理上已成三足鼎立
之勢。對比三個新區的規劃就可發現，
儘管他們屢屢標榜將實行錯位發展，但
三地的定位均依賴港澳發展，且都計劃
發展現代服務業、創新金融業等，在相
似的宏觀經濟背景和地區經濟訴求下，

如果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 「遇見利益一哄而上、遇
上責任一哄而散」的惡性競爭、三敗俱傷就可能上演。

搶佔經濟發展制高點
南沙、前海、橫琴的區域之爭反映的是三地的經

濟龍頭地位之爭，背後則是三地為搶佔珠三角經濟發
展的制高點而不遺餘力。熟悉中國國情即可知道，政
府是政策資源的絕對主體，而政府層級的高低決定了
政策的執行力度有多大。從這一點看，深圳和廣州在
管理權限上必定有一定優勢。廣東省當局顯然也意識
到這一問題，在5月召開的粵省黨代會上，珠海市委
書記李嘉當選廣東省委常委，這意味橫琴新區在行政
體制上獲得可以與前海、南沙相互抗衡的話語權，也
給這場新 「三國演義」增添了勝負難料的懸念。

可以說，珠三角 「新特區」正面臨新一輪競與合
的考驗，而破題的根本，在於如何在政府搭台、市場
主導的運作下，建立需求的對接和利益的協調模式，
惟其如此，方能實現從無序競爭到有序競合的嬗變。
針對這一點，此前，南沙、前海、橫琴簽訂了友好
合作協議，建立戰略合作關係。這一良好姿態讓
公眾期待，三者的開發不僅能為粵港澳
全面合作注入新動力，還能通過摸索創
新，為區域發展樹立新的 「標杆」。 時時評評

曼玲

【本報記者鄭曼玲珠海二十三日電】中聯辦宣傳文
體部與廣東省政府新聞辦23日邀請香港逾40位財經評論
員及媒體參力 「從橫琴視角看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
展論壇」，以下為嘉賓意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部部長侯
永志：從理論上來講，南沙、橫琴、前海無序競爭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我們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協調。

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牛敬：三地合作遠遠大於競爭
，粵港澳合作中有很多先行先試的探索需要三家共同合
作。另外，橫琴開發不會是產業還沒起來就先把房地產
搞得很熱，3年來我們沒有出讓過一塊住宅用地。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
量：我覺得可以把澳門的飛機場搬來橫琴，這對澳門來
講是有長遠的好處的。

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周八駿：今天談一體化深入，
香港的障礙主要是在觀念上、情緒上、心理上，如果橫
琴能夠扮演潤滑劑的作用，會有助於解決法律制度化的
融合和創新問題。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如何開拓
一些有橫琴自己特色的金融業務，一是為中小企業融資
提供債券市場的服務，二是橫琴能否為澳門居民提供一
些內地居民可以享受的人民幣金融服務。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曾淵滄：橫琴提出七大
產業，我認為太多了，特別是金融業，目前中國至少有
31個城市要搞金融中心，太多了，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吳明錄：我們期
待橫琴能在商務、休閒、環保等方面有所作為，比如軌
道交通、自行車出行、污水處理再用，這方面能夠做好
，對整個正在發展中的中國可以提供好的案例，這會比
建立一個金融中心、標配中心更強。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與廣東省政府新聞辦今日組織
香港逾 40 位財經評論員及媒體赴橫琴考察，並舉辦
「從橫琴視角看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論壇」。

「橫琴七大產業與香港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傳統產
業和培育新興產業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橫琴有能力
成為與香港合作發展的新區。」牛敬說。

獲省一級外資登記管理權限
橫琴開發不到 3 年，已引進 23 個重點項目涉資

逾1200億元（人民幣，下同），港澳資金達460億元
；目前有 16 個重點項目在洽談，涉資 800 億元。牛
敬說： 「橫琴已進入全面開發時期，包括基建、項目
動工掀起高潮。繼去年固定資產投資達120億元後，
今年1至7月達105億元，今年可望接近200億元。」

他表示，國家賦予橫琴構建對接港澳先進經濟體
系的先行先試使命，目前已成為內地開放度最高、體
制最寬鬆、創新空間最大的特殊區域。如實行與港澳
兼容、開放的產業和信息化政策；擁有對應港澳的行
政管理架構，如借鑒港澳行政管理經驗，設有統籌發
展委員會、產業發展局、財金事務局、公共建設局等
。同時，擁有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其中《珠
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商事登記管理辦法》實現了新區
企業工商登記管理與港澳接軌。

近日，橫琴工商局獲得省一級外資登記管理權限
，是迄今內地5個國家級新區唯一獲此權限的地方，
意味希望落戶橫琴而需省政府乃至國家總局授權設立
的外資企業今後無需 「進京上省」，就地即可辦理相
關登記，橫琴的營商環境國際化進一步提升。

牛敬強調，近期有關橫琴僅為澳門 「量身訂做」
的說法並不恰當，應是全方位 「優先港澳」。

港服務業佔生產總值九成
目前橫琴已敲定休閒旅遊、商務服務、金融服務

、文化創意、中醫保健、科教研發、高新技術等7大
重點發展產業，且每個產業已均有龍頭項目進駐，如
文化創意產業已吸引港資180億元的 「麗新星藝文創
天地」項目落戶， 「力求通過以大帶小，帶動港澳中
小企陸續進駐」。

他表示，橫琴7大產業與香港進一步鞏固和提升
傳統產業和培育新興產業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香港
服務業佔生產總值超過90%，在諸多領域是橫琴發展
的標杆。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其珠海連接線延伸至橫
琴北，橫琴將成為香港北上擴展新區域特別是珠江口
西岸的重要通道和依託，也將成為內地拓展與香港合
作的新通道。

敲定七大產業 提供四大優惠

橫琴全方位橫琴全方位優先港澳優先港澳
珠海橫琴對接港澳先行先試的優惠政

策頻頻出爐。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牛敬今
日說，橫琴已成為內地開放度最高、體制
最寬鬆、創新空間最大的特殊區域，包括
針對港澳人士投資橫琴的四大優惠條件，
以及對接港澳的營商環境、行政管理等創
新，近日並獲省一級外資登記管理權限。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三日電】

符合《橫琴產額優惠目錄》的企業，企業所
得稅減按15%徵收。
對從境外進入橫琴與生產有關的貨物實行備
案管理，給予免稅或保稅。
島內企業間貨物交易免徵增值稅和消費稅。
與港澳相同的個人所得稅標準，在橫琴工作
並繳交個人所得稅的港澳居民，廣東省政府
按內地與港澳個人所得稅負差額給予補貼。

港澳人士投資橫琴優惠

推進橫琴金融服務、產業發展、投融資政策
創新，如橫琴可自行批准外商投資培訓機構
，支持港澳教育機構開展合作辦學，鼓勵港
澳金融機構設立後台服務機構。
創新通關模式，建立便利的溝通往來渠道，
構建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合作體系。
以全面實施CEPA框架協議為突破口，引進
、承接香港高端服務業轉移發展，構建現代
產業體系。
以跨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推進粵港
澳交通一體化發展。

橫琴與港澳合作空間

▲香港財經評論員及媒體考察團23日參觀橫琴新
區規劃 方俊明攝

【本報記者鄭曼玲珠海二十三日電】廣東省發
改委副主任余云州今日出席橫琴論壇時指出，推進
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加快三地融合發展，形
成大珠三角整體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
前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已經十分明朗，某些
領域的融合發展更達到較高水平。

余云州指出，當前粵港澳三地經濟一體化體現
在：一、產業不斷融合，二、生產要素加速流動，
三、越來越多廣東居民到香港消費和購買服務，四
、合作平台體系日趨完善，五、新建跨境基礎設施
加快對接，六、口岸通關快速建設。

他強調，廣東十分注重學習港澳在簡化註冊
審批、高效服務、營造良好國際營商方面的成功
經驗，推動全省加快行政審批改革，簡化公司註
冊程序。

余云州表示，廣東將立足於促進粵港澳經濟、
社會、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對接融合，致力於推

動三地區域經濟一體化。一是致力於推動服務業合
作，做好廣東對粵澳服務業開放的先行先試，全面
推進粵港澳現代服務業合作，形成錯位發展、優勢

互補、協作配套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加強金融合作
與創新，共同打造國際物流中心，拓寬粵港澳旅遊
合作範疇，共同推介大珠三角國際會展品牌，搭建
粵港澳服務外包合作平台，鼓勵港澳來粵開辦專業
服務機構。

二是致力於加快跨境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共同
推進跨界重大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和引領，加強
與粵澳在信息、口岸、能源等對接，構建大珠三角
發達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

三是致力於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推進區
域環境污染共防共治，加強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培
訓合作，擴大開放醫療服務市場，完善傳染病疫情
信息通報等，加強社會管理合作。

四是致力於完善和創新合作機制，擴大粵港
澳三方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共同編
制實施區域合作規劃，拓寬施行渠道，促進民間
合作。

粵港澳經濟一體化趨勢明朗

▲從橫琴視角看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論壇現
場 蔡文豪攝

廣東新特區對比
前海合作區

地理概況：佔地14.92平方公里。位於深圳西
部蛇口半島西側，珠江口東岸，毗鄰
香港、澳門。

規劃定位：將從金融、財稅、法制、人才、教
育醫療及電信六方面先行先試；其中
支持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
、探索開展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先行試
驗，打造 「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
區、現代服務業發展集聚區、香港與
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珠三角地區
產業升級的引領區」 。

開發進展：綜合規劃和專項規劃基本完成，土
地整備和工程建設全面展開，系列重
大項目動工；已儲備179個項目，明
確意向投資金額的項目累計25個，
意向投資金額近800億元。

南沙新區
地理概況：規劃803平方公里。位於廣州東南

部，珠江口出海口，水路距港澳分別
38、41海里。

規劃定位：總體定位粵港澳全面合作的國家級
綜合示範區：國際商務服務中心、臨
港先進製造基地、珠三角國際教育培
訓基地、宜居家園及旅遊休閒集聚區
，將成為引領全球城市發展趨勢的重
要新型城市，國際智慧濱海新城。

開發進展：擁有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
發區、保稅港區等國家級經濟功能區
，在現代服務業、臨港先進製造業和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具備一定基礎
。近10年引進投資項目300多個，
世界500強企業中有26家49個項目
落戶，目前進駐港企達170多家。

橫琴新區
地理概況：總面積106.46平方公里。位於珠海

市南部、珠江口西岸，與澳門最近處
相距不足200米；距香港34海里，
港珠澳大橋建成後，將成為內地連接
港澳的區域發展新平台。

規劃定位：通過重點發展商務服務、休閒旅遊
、科教研發和高新技術產業，建設成
帶動珠三角、服務港澳、率先發展的
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

開發進展：基礎設施從一條主幹道路發展為總
投資超過135億元的市政基礎設施全
面建設；產業項目從基本空白發展為
總投資超過1200億元的23個重點項
目大規模推進；經濟指標從常規增長
發展為三位數高速增長。

▲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一期工程現已竣工 方俊明攝

專家解讀橫琴開發

【本報訊】大公報評論部副主任崔寧 23 日出席
「從橫琴視角看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論壇」

時向大橋管委會領導小組余烈提問，港珠澳大橋現
在內地部分的建設狀況進展如何？此外，早前香港
段建設部分因為環評案受到阻撓，事件對整體進度
及對整個的成本是否有影響？

工期耽誤增加大橋造價
余烈表示，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是粵港澳三方政

府共同組建成立的港珠澳大橋建設管理的主體單位
，承擔從香港連接線到大陸這邊為止的建設任務。
珠澳人工島是2009年12月15日開工，2010年1月14
日主體工程開工，現在島隧工程開工了 22 個月，橋
樑工程完成了招標任務，施工單位正在進場，預計
很快開工。另外兩個鋼箱樑廠正在施工建設。

島隧工程最先開工，目前東西人工島正在做地
基處理，隧道暗埋段處理和真空預壓。管件在牛頭
島建造，預計年底施工第一個管節，未來按計劃每
個月沉放一個管節，爭取 2016 年上半年隧道能夠基
本上建成。橋樑也是按照這個進度推進，爭取用3年
時間，把橋樑部分建成，爭取整個港珠澳大小主體
工程按照三方政府的協議，在2016年12月份建成通
車，這是目前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建設情況。

雖有壓力應可如期完工
港珠澳大橋整個工程是非常宏大的，除了三方

工程各自負責的口岸、連接線以外，我們港珠澳大
橋管理局目前承擔的就是主體工程29.6公里投資381
億的任務。我們也注意到香港段建設的前段時間已
因環評案增加了幾十億的造價，前段的工期受到一

定影響，目前這個事情已經順利解決，香港段已經
招標並且很快可以開工。

對於環評案帶來的影響，余烈覺得比較惋惜，
因為工期受到影響，後續工程有一定的壓力，並且
造價方面因為工期耽誤增加了不少的費用。現在這
個事情已經處理完了，他相信香港政府會合理的安
排加快後面的建設。他也注意到香港政府承諾整個
大橋的香港段工程 2016 年如期完工，只要如期完工
，這個環評案對大橋的進度影響還是有限的。除主
體工程外，其他標段都在繼續推進，他們對 2016 年
完工是有信心的。

崔寧又向在場的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提問，香港
政府對於港珠澳大橋環評事件怎樣評估或是分析？
類似的事件，政府是否有相應的措施或是預案加以
防止，使這種事件不要繼續阻礙大型工程的建設？

特區政府官員回應表示，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已
經盡量加快往後的程序及工程。至於將來會不會有
這些情況影響到重大的程度，由於香港是一個法治
的地方，若有人根據法律提請法院調研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阻止，這是市民的權利，香港法院也
會有一個公正公平的判決。

環評案拖累大橋工期
香港段將盡力加快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