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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東興市委書記廖汝奮最近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今
年7月9日，國務院批准成立東興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8月17日
國家發改委牽頭組織全國33個部委在東興召開了重點開發開放試
驗區建設工作會議，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東興的高度重視。此外，
國家還把東興作為中國沿邊地區的先行點來引領沿邊地區的發
展，打造新的發展模式。

三大項目助推試驗區建設
廖汝奮介紹，東興市委、市政府按照東興發展的需要，以試

驗區推進大項目，目前有三大項目助推試驗區建設。一是打造廣
西邊貿中心。該項目規劃面積6000畝，前幾年已啟動一期，現在
啟動二期，建成後東興將用兩到三年時間打造全國邊貿中心，屆
時每年邊貿的成交額將達到 30 億人民幣，工業增加值達到 50 個
億，可解決10萬人以上的就業。二是與越南雙方共同推進50平方
公里的跨境經濟合作區，現在徵地、搬遷和安置工作正在積極地
推進。此外，在跨境經濟合作區域裡還將建設一個集商場、加
工、培訓、展示、博物等等一體的佔地1000畝地的紅木文化產業
園。三是把澫尾島打造成一個國際性的集旅遊、休閒、會展、民

族風情、觀賞於一體的國際旅遊島。

用活政策先行先試
東興重點開放開發試驗區是唯一既沿海又沿邊、跨一市二區

且面積最大的試驗區。該試驗區將成為中國─東盟戰略合作的先
行區、沿邊地區經濟增長極、國際通道重要樞紐和睦鄰安鄰富鄰
示範區。重點布局有國際經貿區、港口物流區、國際商務區、臨
港工業區和生態農業區五大功能區。

廖汝奮介紹，東興市圍繞試驗區的推進認真研究相關的政
策，把國家賦予東興試驗區先行的政策學好用活，努力在體制、
機制上創出一些新的模式。今年以來，邊民通過互市貿易進口的
生活用品，實行每人每日價值在人民幣8000元以下的免徵進口關
稅和進口環節稅，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越南客商把貨物帶到經
濟區來交易。今年1到9月份，東興已經完成了去年全年140個億
這個產銷額。中央領導和國家發改委、外交部等國家部委領導今
年9月份來東興視察後，對這一模式給予了高度肯定。

廖汝奮：全力以赴建設東興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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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招商簽下江門招商簽下780780億元大單億元大單
2012 年江門市招商推介會日前在 「中國第一僑

鄉」廣東省江門市舉行，該市一舉攬下 39 個大項目，
簽約總金額達780億元。

近年來，隨着珠三角一體化和 「雙轉移」戰略加快
推進，江門的交通區位、土地資源、生態環境等優勢進
一步突顯。江門市轉變招商理念和工作方式，採取整合
資源、整體推出的方式來招商，一舉扭轉過去 「散、
弱、小」局面，一大批製造業項目、城市商貿項目、交
通基礎設施項目和旅遊文化項目紛紛落戶江門。此次招
商推介會還舉行了重點項目動工奠基，包括新引進的投
資項目濱江體育中心項目、康師傅項目、德力光電項
目、江門高新區總部科技園項目等。

此次招商會舉辦了四場專題招商洽談會，精心挑選
出城市可經營、交通和基礎設施、旅遊文化、先進製造
業等4大類別共126個優質項目，總投資額合計超過千
億元，向社會招商。包括世界500強企業、央企及港澳
台知名企業等370家企業派代表參加了洽談會，企業家

們對江門新推出的招商項目表達出濃厚興趣。
作為本次招商推介會的一項重要內容，江門高新區

加快發展大會同日舉行。江門高新區 1992 年成立，於
2010年成功晉升為國家級高新區。經過20年的發展，
成為江門地區高新技術企業集聚程度最高、綜合效益最
好的區域和科技創新核心載體。江門高新區加快發展大
會透露出信息，江門高新區將重點發展以綠色光源
（LED）為主的新興產業，以汽車零部件、電子信息和
機電一體化為主的高附加值先進製造業，以港口物流、
總部經濟、科技金融及商住配套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等三
大主導產業，到2015年，實現總產值1000億元，成為
珠三角西部現代科技新城。

本報記者 潘納新

▶江門招商推介會開幕式
潘納新攝

在未來 8 年內引進和培育 20 個左右高層次創新
創業人才團隊，100名以上高層次領軍人才，1000名
以上中高級緊缺人才，帶動引進10000名以上各類人
才來大鵬新區創新創業。」在日前召開的 「第十一
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上，首次參會的深圳大
鵬新區以 「融全球智力，促共同發展」的姿態，公
布了大手筆制定的引進培育中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
才的 「鵬程計劃」，向世界各地人才伸出橄欖枝。

新區管委會主任何永誌表示，按照市委市政府
對大鵬新區的定位，新區大力實施國際化、高端
化、精品化「三大戰略」，建設生態生物島、生命健康
島、國際旅遊島，打造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
新區各項建設已經進入了科學發展的歷史時期，迫
切需要各類中高層次人才，大鵬人民三十年山海生
態的堅守為深圳保留了最後一塊「桃花源」，正是為
了今天和未來的高端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確
立人才優先發展戰略布局，造就規模宏大、素質優
良的人才隊伍」，正是新區正在努力建設人才高地的
一個發展目標。大鵬新區基礎條件優越，機遇前所
未有，發展潛力巨大，新區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廣

開進賢之路，廣納天下英才，讓每一位有意落戶新
區的人才進得來，留得下，幹得好，與新區幹部群
眾一道共同建設美麗大鵬。

依據新區發展定位和人才需求，擬定了《關於
實施引進培育中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 「鵬程計
劃」的意見》。圍繞大鵬新區發展定位，確定了建
設新區 「十、百、千、萬」金字塔形人才隊伍的總
體目標，引進、培育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團隊，高
層次領軍人才，中高級緊缺人才，加快推動新區建
設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

圍繞人才隊伍建設的總體目標，《意見》共制
定了 26 項具體措施，包括人才引進、人才提升、人
才獎勵、人才安居，以及體制創新的 「人才特
區」、中高層次人才統籌管理平台、供求信息系統
和招聘平台、人才引進 「綠色通道」等多項措施。

根據《意見》，新區已經安排 3000 萬元作為首期
啟動資金，從 2013 年起，新區每年從本級財政一般
預算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資金設立人才發展資金。

本報記者 梁彥

實施「鵬程計劃」 打造人才高地
大鵬新區「十、百、千、萬」人才塔期待翹楚

南京新政激發創新創業熱潮
作為內地唯一的國家科技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

南京市陸續出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政策措施，迅速
打破原先創新創業動力不足的格局。一大批人才雲集南
京，一時間全市創新創業蔚然成風。

南京科教人才資源豐富，萬人在校大學生比例位居
內地城市第一位，高校數量和科研機構數量均名列前
茅，但在對科教資源的充分利用和科研成果的完全轉化
上，與先進城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共江蘇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引用一組統計數據指出，南京
地區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10%有可能應用轉化，高校科
研課題只有20%直接面向市場應用，尚有70%左右的職
務發明專利在 「沉睡」，這與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發投入
佔比高達40%的情況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為此，南京市去年提出了 「創新驅動、內生增長、
綠色發展」的發展新思路，並陸續出台了旨在推動創新
創業的 「321 計劃」、 「1+8」政策體系、 「科技九
條」、 「創業七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不少政策
措施在內地都是開風氣之先，例如 「科技九條」鼓勵高
校、科研院所和國有事業、企業單位行政領導離崗創
業，以及在校大學生休學創業，一時間受到廣泛關注。

新政一出，應者雲集。從德國學成歸來並受聘為東
南大學青年特聘教授的付國東，就是獲悉上述政策後開
始創業歷程。今年4月，他的創業團隊獲得南京江寧開
發區免費提供的100平方米辦公室，以及市區兩級提供
的100萬元啟動經費，隨即註冊成立了南京睿爻科技有
限公司，成功研發出仿生智能玻璃。該產品的實驗室技
術已經成熟，近期將應用於多個示範型工程，明年即可
實現大規模產業化。

位於南京紫金（雨花）科技創業特別社區的南京安

訊網絡服務有限公司也獲得了 1800 平方米的免租金辦
公室，以及400萬元的創業扶持資金。該公司是南京首
家集研發與運營為一體的遊戲公司，也是全國技術最領
先的3D社區開發商及運營商，其首款網絡遊戲產品已
於 11 月開始對外測試，預計明年上半年即可實現盈
利。

安訊公司CEO劉燁說，自從出台一系列鼓勵創新
創業的政策後，南京的創業環境為之一變，很多原本在
外地創業的團隊也聞訊而來。他原本在蘇州創業，當時
認為蘇州的創業環境要大大優於南京，但如今南京的創
業環境已不輸其他地區。 本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新政吸引大批 「海歸」 人才創業，圖為付國
東博士正在觀測仿生智能玻璃的實驗數據 本報攝

記者獲悉，繼去年推出「MM雲服務1.0」計劃之
後，今年中國移動將在此基礎上重磅推出升級
版—— 「MM雲服務2.0」計劃，進一步加大對開發
者的扶持力度，與全球開發者一起共享用戶資源、
運營資源、技術資源，吸引更多的全球開發者落戶
移動應用商場。

據中國移動方面透露， 「MM雲服務2.0」計劃
將本着「開放合作、競爭發展」的原則，推出 「互聯網
計費能力」、 「應用開放服務」等一系列的功能與
服務，並與操作系統廠商、終端廠商、互聯網服務
企業、風險投資等產業鏈一道，構建一個 「開放合
作、競爭發展」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環境，以此幫助
廣大開發者解決實際困難，使之帶來真正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本着有合作就有競爭的原則，
中國移動將通過 「MM雲服務2.0」計劃，逐步構建
起一個公平發展環境。對於管理好、服務好、產品
過硬的開發者，中國移動將採取重點扶持的態度，
產品可以快速測試甚至是免測，結算周期也將變得
更短，並且提供營銷推廣資源。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借助 「MM雲服務2.0」計
劃的發布，中國移動將不斷地與合作夥伴分享運營
商的資源優勢，並以開放的心態致力於為開發者提

供全流程、一站式的服務，為開發者解決實質的問
題，為開發者提供一個開放、公平、透明的發展與
競爭環境，助力開發者成就夢想。

據悉，中國移動去年推出的 「MM雲服務1.0」
計劃，包括能力池、終端池和操作系統池等三大部
分。經過一年的服務運營，已取得顯著的成效。據
中國移動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在能力池方面，超
過 1 萬名開發者使用了該能力服務，產生了 2000 多
款精品應用，下載次數過千萬；在終端池方面，該
計劃為開發者進行了75萬台次測試，相當於為開發
者節省了4000萬元的終端購置費用；而在操作系統
池方面，截至目前，跨平台開發工具下載安裝次數
超過13萬次，成功孵化出應用近14萬個，節省了相
當於26人開發100年的工作量。

當下，隨着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環境的變化，
廣大開發者最迫切的需求是如何獲取創作收益、拓
展推廣渠道、獲得公平發展、接觸到更多技術資
源。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一年來，在 「MM
雲服務1.0」的基礎上，中國移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和探索，此次重磅發佈的 「MM雲服務2.0」計劃，
將進一步加大對開發者的扶持力度，全力保障開發
者利益。 本報記者 唐稚易 通訊員 肖婷

中國移動推出 「MM雲服務2.0」計劃

日前，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EMBA 中心攜手一
汽─大眾奧迪主辦的「改變世界的力量——一汽─大
眾奧迪嶺南企業家高峰論壇（深圳站）」落下帷幕。
500多位企業精英領袖、專家學者出席本次論壇。

論壇上，亞洲著名經濟學家、瑞信總經理、亞
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發表了 「中國與世界經濟
展望」主題演講。演講中，陶冬從 「中國房地產市
場」、 「中國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等角度進行了
深入淺出的分析。

對中國房地產市場，陶冬認為：「中國房地產市
場確實存在泡沫，主要表現為，一線城市房地產價
格過高，三線城市庫存量太多。預計房地產價格出
現大的調整會出現在 2015 年-2017 年。而房價大跌
也需要三個方面因素，第一、貨幣的正常化；二、
貿易順差需要改變甚至到逆差；第三、美國的貨幣

政策調整。目前來看，這三方面都在逐漸形成。」
除此以外，陶冬也對中國及全球經濟進行了展

望，他預計，2013年中國經濟保持8%的增速問題不
大，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 7%-7.5%。
針對歐債危機，陶冬直言，明年2、3、4月份西班牙
債務將集中到期，西班牙的問題將面臨惡化風險，
預計法國的失業率在明年年中會達到13%，將成為歐
債危機的另一個震源。

此外，美中商務發展委員會主席兼創始人、世
界營銷實戰大師米爾頓‧科特勒；香港中文大學及
亞太研究所研究員石齊平；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
稅務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林江等專家也圍繞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2013 年中國宏觀經濟發展趨
勢、中國中小企業未來發展策略、企業品牌營銷策
略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本報記者 梁茹

嶺南企業家高峰論壇落幕

日前，四會文寶齋翡翠博物館正式開張。這是廣東
省首家展示翡翠歷史、文化、藝術的人文博物館。該館
佔地近 2000 平方米，主體風格為復古典雅的裝幀設
計，館藏玉器以翡翠為主，以 「文史+藏品」的形式，
弘揚和傳播玉文化，推廣華夏人文精神。

廖錦文館長介紹說，該館首創 「博物館遊客體驗中
心」和 「華夏玉文化教育中心」，借此弘揚和傳播玉文
化，進而復興優秀傳統文化，推廣華夏人文精神。館內
共分 5 個展區，按照 「源流」 「文字」 「神話」 「典
故」 「進化」等主題，從華夏與玉相關的文字發展、歷
史典故、人文藝術、玉德精神、神話傳說、影響人物、
弘道教化等角度，全方位縱深展示玉器與五千年華夏文
明的方方面面。博物館將以 「公益‧人文‧藝術」為宗
旨，集公益性、教育性、觀賞性於一身，免費供市民群
眾、遊客和玉器愛好者參觀鑒賞，以繼承和弘揚華夏玉
文化知識，推動四會玉器產業的發展。

據了解，文寶齋翡翠博物館是由廖錦文先生獨資興
建的一家以玉器為主題的民辦博物館。廖錦文從事玉器
行業已有 25 年，他所創作設計的作品選材獨特、立意

新穎，屢次在國內外的玉雕作品評比中獲獎。記者見
到，館內收藏着各類玉器精品，不少還是獲獎作品，如
中國國際藝術博覽會金獎、中國玉雕作品 「天工獎」優
秀獎《鎮家寶》、 「華表獎」最佳創意獎《泱泱大國八
面威風》。

廣東首家翡翠博物館開館迎客

本報記者 張忠文

▲廖錦文館長向參觀嘉賓介紹館藏玉器精品

商務部日前下發《關於商業保理試點有關工作的通
知》，批准天津市濱海新區與上海浦東新區一道，開展
商業保理全國試點工作，探索商業保理發展思路。目
前，在濱海新區設有獨立商業保理公司 13 家，佔全國
總數27家的48％。天津濱海新區是國內最早登記註冊
商業保理機構的地區，也是名副其實的 「中國保理之
都」。

保理是一種從他人手中以較低價格買下其債權並負
責收回債款從而獲利的行為，是支持企業信用銷售和貿
易融資的有力工具。其中，銀行保理主要為大型企業服
務；商業保理專注於某個行業或領域的針對性服務，更

適用於中小型企業。
濱海新區一直把加快推進保理業發展作為金融改革

創新的重點工作之一，濱海新區也是國內最早登記註冊
商業保理機構的地區，第一家商業保理公司，第一家外
資商業保理公司以及中國第一批國際保理商會協會會員
等都出自濱海新區。

濱海新區金融服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新區將加快
制定具體的試點實施方案，對商業保理公司的投資者的
資產規模、資金實力、相關保理業務經驗等作出合理規
定，加強行業扶持和監管水平，探索為小微企業服務的
新路徑。 本報實習記者 李茜

濱海新區推動商業保理創新發展探索服務小微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