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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8日赴橫琴視察，他指出，橫琴與
前海兩地都被中央賦予 「比特區還特」 的政策，但橫琴將更側
重於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探索粵港澳合
作新模式，鼓勵橫琴要 「大膽探索，敢為人先」 ；同時要求橫
琴開發跟港澳合作 「相互促進，互利共贏」 ，如此才能可持續
，才能持久。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二日電】

習：橫琴側重體制創新

特稿特稿

總書記評價：開局良好

鼓勵與港澳合作互利共贏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
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
着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
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

金句金句習近平習近平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十二日電】橫琴
新區開發 3 年來取得新突破，迄今已吸引投
資逾1300億元、共23個重點項目搶灘，總投
資超1600億元的73個高端產業項目正在洽談
。近日前往考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給
予 「開局良好 前景可期」的評價。

期間，習近平對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等
重大項目建設進展特別關注。習近平說，3年
前到橫琴時還正在商討澳大新校區的建設問
題，現在已經初具規模了。另外，橫琴正在
建設的 33.4 公里的市政綜合管溝，也引起他
較大興趣。據悉，該綜合管溝是投資 135 億
元的全島市政基礎設施（BT）項目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內地一次性最長的城市基礎設施
建設，在國內是超前的，把水、電、氣、通
訊、供冷、垃圾真空傳輸等的管道均統一放
入一個 「管溝」，避免現時眾多城市建設挖
了填、填了挖的 「拉鏈路」狀況。

引資步伐勢必加快
橫琴管委會主任牛敬告訴本報記者，3年

來橫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已超過 360 億元，
「從一開始的橫琴開發只是個概念，到如今

把當初的總體規劃要求全面實踐，包括政策
創新、邊線管理、土地管理創新、基礎設施
建設等全面展開，一批重大項目也在加快推

進中；中澳大橫琴新校區將於明年 3 月竣工
，世界級主題公園項目長隆國際度假區預計
明年 「五一」或暑假期間試開業。

牛敬透露，本月28日將有一批重大項目
動工或簽約，以及 5 塊土地掛牌涉及價值 17
億元。其中廣珠城軌至橫琴的延長線近期動
工，橫琴口岸綜合交通樞紐建設也將啟動，
長遠通關能力將年達8000萬人次。

他說，隨着橫琴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引
資步伐勢必進一步加快。目前橫琴開發的產
業目錄已定名為《橫琴新區發展指導目錄》，
國家發改委徵求各部委意見階段已經完成，
正進入最後批覆階段，預計今年底前可正式出
台。同時，現時還正籌備赴香港設招商聯絡
點，僅近1個月來他便率團赴香港2次，跟香港
各大社團、商會等就橫琴開發進行宣講交流，
而不少港商對參與橫琴開發「非常感興趣」。

專家解讀

8日傍晚，習總書記一行抵達橫琴新區規劃建設展示廳，聽取了橫琴負責
人對新區規劃、開發進展的匯報，並觀看橫琴新區建設宣傳片。橫琴管委會
主任牛敬告訴本報記者，其間習總書記最關注橫琴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並
對其取得的新進展表示肯定。

習近平指出，橫琴開發的主要任務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發揮直接促進
作用，同時要為維護港澳繁榮穩定作出貢獻。他說，橫琴與前海都被中央政
府賦予 「比特區還特」的政策，其中橫琴將更側重於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 「是橫琴的重要責任與使命」

。而目前賦予橫琴的各類政策，都是為橫琴創造粵港澳合作更有價值、更具
借鑒意義的新模式提供條件。

作為全國首個 「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橫琴新區在港珠澳大橋建成
後，跟香港距離拉近很多，屆時成為唯一同時陸路連接港澳的地區。牛敬分
析說，所謂粵港澳合作新模式，是橫琴跟港澳合作，不能單一實行港澳的體
制，但完全是內地體制又發揮不了示範區作用，因此橫琴要在把內地體制的
好做法堅持的同時，還要借鑒港澳體制的好經驗，加上國際上通行的規則，
打造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最終吸引粵港澳人流、物流及資金流都在
橫琴集聚。

讚橫琴 「成績很大前景光明」
牛敬透露，目前橫琴已在多領域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包括推行商事登記

、設立廉政辦、啟動民生 「一號通」、商事仲裁創新等，部分已取得一定成
效。如橫琴今年5月出台內地首個商事登記的政府規章 「橫琴新區商事登記管
理辦法」；9月成立內地首個整合懲防腐敗相關職能的機構 「橫琴新區廉政辦
公室」，探索由 「協作反腐」轉向 「整體防治」。

從今年起實施的《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條例》，則規定新區內涉港澳
合同或者涉港澳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用書面協議選擇香港或澳門地區
仲裁機構進行仲裁，增強港澳等投資者信心。還專門出台 「創新免責」條款
，規定在新區所進行的創新活動、創新方案的制定和實施程序未違反法規或
損害公共利益的，免於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習近平認為橫琴體制創新進展 「成績很大，前景光明」，並鼓勵橫琴官
員傳承珠海特區近30年來先行先試的精神，繼續 「大膽探索，敢為人先」，
同時將各項工作扎實地推進。他強調，橫琴開發跟港澳合作一定要 「相互促
進，互利共贏」，如此雙向合作，才能可持續，才能持久。

對於習總書記這個指示，牛敬認為是對今後橫琴開發在把握 「粵港澳合
作」方面提供更清晰明確的方向。他稱，接下來橫琴將按習總書記要求加大力
度，在發展經濟、社會管理、城市建設等借鑒港澳地區的成熟的好經驗、好做
法，再結合橫琴實踐進行創新，發揮跨界合作的優勢，創造性地在體制機制
做更多的探索。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汪玉凱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習近平南巡傳遞出清
晰信號，必須堅定不移的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道路；希
望廣州深圳可以進一步先行先試，為破解改革中遇到的
難題創造新成就；對廣州深圳的全面調研，是為下一步
經濟工作會議做全面準備。

汪玉凱表示，習近平的首次離京考察沒有選擇到西
柏坡、井岡山，而是重走鄧小平南巡之路，包括到深圳
、珠海、廣州、順德的路線也都選擇差不多，其象徵意
義非常清晰，即要堅定不移的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道路
， 「改革」和 「開放」兩面旗幟同時舉，用改革開放化
解前進道路中的問題。

冀穗深破解改革難題
他表示，廣州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中國改

革發展中面臨的很多問題都率先在這些地方表現出來。
通過對廣州的全面調研，可以為馬上要召開的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做準備和鋪墊。汪玉凱認為，中國下一步面臨
的經濟形勢是相當嚴峻的，如何化解這些嚴峻的形勢，
保證明年經濟能平穩健康的發展，是這次南巡的重要議
題。

此外，習近平首站到深圳考察，也表現出對深圳的
鼓舞。深圳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在過去
的改革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習近平到深圳的考察，進一
步肯定了深圳和廣州的改革，希望廣深可以進一步做到
先行先試，大膽的闖，為破解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創造一些新的成就。

調研點具有代表意義
汪玉凱表示，習近平此次南巡所到的調研點都具有

代表意義。比如前海是深港合作區，對進一步加強內地
和香港的合作具有示範意義，不僅要解決內地的困難，

還要考慮到如何對香港發展帶來機遇，帶來多贏；比如走訪黃龍村，關注富
裕地區的貧困問題，探索如何走共同富裕之路；這些都是他釋放出的潛
台詞。

習近平在廣州召開經濟座談會時表示，要從最壞處打算，向最好處努力
，是充分估計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體現了他務實的作風。目前，世界金
融危機還沒有完全走出，歐債危機不斷加深，美國經濟也比較困難，中國的
外部需求下降，內需上不來，民營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單靠投資拉動經濟
的路已經行不通，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

通過南巡的調研，能夠了解到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廣東深圳在經濟方
面究竟遇到什麼問題，為問題和困難找到一些解決的辦法；通過對地方
和個體的深入解剖，傾聽下面民眾的呼聲，診斷目前中國經濟的形勢，為
經濟工作會議上能制定出對明年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政策方針，做出充分準
備。

【本報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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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平實 笑容可親
本報記者 方俊明

12 月 8 日，橫琴島與
以往的任何一個周末都沒
有分別，沒有標語，沒有
封路，已經建好的環島東

路車輛自由穿梭。
在廣東考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輕車簡

從，時隔 3 年重訪橫琴島，並在橫琴與澳門之間
的蓮花大橋上，眺望主體工程已全部完工的澳門
大學橫琴新校區的建設工地，最後來到與澳門一
河之隔的橫琴新區規劃展廳，與珠海市和橫琴新
區的領導和相關人員進行交流。

在場的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牛敬說，習總書
記 3 年前曾來過橫琴，沒想到他對橫琴印象如此
深刻。 「習總書記說，那時候橫琴還是綠野蕉林
，農莊寥落，澳門大學也只是一個概念。這次看
到，吊車、工地，如火如荼的建設場面，感到非
常高興」。

「習總書記這樣平實的話語，讓我們頓時就
消除了緊張感，大家都很興奮，現場十分輕鬆。
」牛敬說，對總書記的第一印象就是 「很親切」
，面帶笑容跟我們逐一握手。其次，今次視察
「非常樸素」，一路上不擾民。

牛敬說，最大感觸則是習總書記對橫琴作為
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特別是體制機制創新方
面的高度關注，要求橫琴開發要與港澳發展 「相
得益彰」。而總書記充分肯定了橫琴開發 3 年來
工作， 「也讓我們備受鼓舞，對今後發展充滿信
心。」 【本報珠海十二日電】

2012年1月

《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條例》實施，被稱為橫琴
「基本法」 ，將 「創新免責」 寫進《條例》

2012年4月

橫琴 「民生一號通」 機制啟動，將目前國內30多個
涉及公共服務的號碼及服務信息集納在同一個公共服務
平台，港澳和內地人士撥打一個號碼即可獲取政府服
務

2012年5月

內地首個商事登記的政府規章 「橫琴新區商事登記
管理辦法」 出台，借鑒國外及香港的成熟經驗，在 「放
寬准入」 和 「嚴格監管」 作積極探索

2012年9月

內地第一個整合懲防腐敗相關職能的機構 「橫琴新
區廉政辦公室」 揭牌，將整合紀檢、監察、檢察、審計
等職能，由 「協作反腐」 轉向 「整體防治」 ，被外界將
其類比為 「內地版」 的廉政公署

（方俊明整理）

橫琴體制創新一覽

▲ 習近平在
順德黃龍村
老人活動中
心與在此休
閒的村民交
談

新華社

▲習近平輕車簡從，時隔3年重訪橫琴島
方俊明攝

▲習近平在深圳羅湖區南湖街道漁民村社區居委會考察了解基層黨組織
建設和社區工作情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