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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上市公司或受益

粤澳一体化“加速跑”
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风口上，
不少本地上市公司
迎来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蒋翰林 赵毅 广州报道

“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记者留意到，
“四新”产业的

用，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和格力品

作的发展风口上。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格 力 电

重大任务部署是《方案》战略定
位中的首要任务——围绕澳门

牌走出去。
值得关注的是，
《方案》中提

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
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为横

系高效运转，
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更加完善，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它是‘一国两制’
实践的新示范，
同
时，标志着横琴的开发建设进入一

器”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珠海港”
）等本地上市公司相关

产业多元发展主攻方向，加强政
策扶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

到
“高标准建设澳门大学、
澳门科
技大学等院校的产学研示范基

琴、澳门的长远发展拓展了空间，
勾
画了蓝图。

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为此，
《方案》
为横琴粤澳合作区发展提出了特殊

个新的历史阶段，澳门由此深刻融
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中去。
”

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益于国家战略
实施和区域融合发展，公司迎来了

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澳门长远

地，构建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

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据格力电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0 年底，格力电器与澳门大学

多元的新产业中，
《方案》明确了
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

签约创办了联合实验室，致力于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科技的

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

研发和应用。随着横琴总部启

展商贸产业以及现代金融产

用，格力电器和澳门科研院所之

业。此外，还对横琴粤澳深度合

间将展开更紧密的合作，与澳门

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减按

的产业协同空间也相当大。

《方案》提出，到 2035 年，要使

设计和安排，
使粤澳强强联合。

张燕生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这个系统性的设计是前所未有的，

海相关上市公司站在了横琴粤澳合

面彰显，
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
力大幅提升，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

随着《方案》的实施，澳门和珠

重大利好。

增长极点带动珠江西岸
《方案》对推动澳珠高质量发展，
增强极点带动作用十分关键。
横琴地处珠海南端，与澳门一
水一桥之隔，在对澳门深度合作方
面具有先天优势，是促进澳门经济

由贸易试验区、国际休闲旅游岛、

量发展，增强极点带动作用十分关

提升，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等定位。

键。
《方案》提出，要充分挖掘粤港

取得显著成效。

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横琴

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潜力，用足用好

到 2035 年，
“一国两制”强大生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合作
区的定位之一便是推动粤港澳大

发展综合实力极大增强，不过与中
央对横琴开发建设的目标还有差

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

距。数据显示，2020 年，珠海地区

澳门自由港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有
利因素，加快提升合作区综合实力

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显，合作区经
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幅提升，公
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转，

生产总值近 3500 亿元，较“十三五”

和竞争力，有力支撑澳门－珠海极
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辐

横琴开发开放和对澳紧密合作，近

末增长近 60%。然而，2020 年，珠澳

射带动珠江西岸地区加快发展。

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

年来为横琴出台了多个政策。早
在 2009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横琴

GDP 总量仅为深港的 9.96%，广佛

此外，
《方案》提出了“三步走”
的发展目标，到 2024 年澳门回归祖

目标基本实现。

总体发展规划》，将横琴岛纳入珠
海经济特区范围，要逐步把横琴建
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
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同年，继天

的 14.40%。

业的珠海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下属企业港兴燃气投资建设

司迎来发展机遇。经记者梳理，

了珠海横琴首条向澳门供气的市

目前珠海共有 29 家 A 股上市公
司，
瞄准珠海横琴的发展前景，
发

政天然气管道，
建立完善了粤港澳
大湾区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力科技、
医疗、
投资等前沿领域。

珠海港方面透露，公司密切

其中，珠海高端制造业的标

关注合作区方案落地情况，积极

杆企业格力电器 8 月曾公告，公

寻求横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港

司将注册地址变更至珠海横

口 物 流 、能 源 相 关 业 务 发 展 机

琴。此前，董明珠也提出格力电

会，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助推公司

器要在横琴建设跨境电商平
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力电

发展。其中，公司下属企业与澳
门饮料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了珠

器方面表示，公司将总部放在横

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目前

琴，可以协同人才、技术，也可以

正在推动新厂建设，全部建成投

发挥澳门在葡语国家的连接作

产后产能将翻倍。

张燕生认为，此次《方案》与以

国 25 周年时，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

往横琴与澳门的合作政策相比更具

将初步建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过去是送大礼

海三个基点带动，而珠江西岸几个
地区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带动

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

包，
更偏向于鼓励性的政策，
是碎片
化的，
效果有限。
”
他指出，
而此次是

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

经济发展较为滞后，
“ 澳珠（澳门-

年 时 ，合 作 区 与 澳 门 经 济 高 度 协

立足于
“一国两制”
的系统性的顶层

第三个国家级新区在珠海横琴挂

珠海）极点”
的发展任重道远。
因此，
《方案》对推动澳珠高质

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全面

设计，
加快实现同城一体化发展，
真

确立，琴澳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

正实现
“1+1>2”
的效果。

牌成立。随后，横琴又被赋予了自

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的风口上，不少本地上市公

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

张燕生指出，粤港大湾区有香
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

到 2029 年澳门回归祖国 30 周

此外，
以港口、
物流、
能源为主

一次创新实践
在推进珠澳一体化发展中，
此次《方案》有不少创新的、
特殊化的设计。
《方案》提出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
中央曾指出，建设横琴新区的

新动能。

会主要负责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一线”放开、
“ 二线”管住，人员

政府委派，做好属地管理，成立广

进出也将实现高度便利化。

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

造条件。此次建设的合作区总面

桂平认为，方案的公布体现了国家

积约 106 平方公里，约为澳门面积

对澳门的重视与关怀，极大提振疫

的 3 倍。合作区的建设将为澳门的

情之下各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将

次将两地一体化上升到治理层面，

近于自由贸易港了。
”
张燕生向记者

发展打开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有利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是制度性的重大突破，将形成粤澳

解释道，这意味着，只要不明确禁

东省委和省政府派出机构等。
张燕生向记者分析称，这是首

“这样的开放程度，
对澳门来说
相当于区域的延伸，而横琴更加接

正如《方案》提出，大力发展促

值得留意的是，在推进珠澳一

强大合力。
“ 这一治理架构如果实

止，
国际货物进入横琴是免税的，
只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加

体化发展中，此次《方案》有不少创

践效果比较好，今后在台湾、香港

有在进入内地的时候才需要补缴税

快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

新的、特殊化的设计。
《方案》提出

也可以从中借鉴，
探索治理模式。
”

款。内地货物进入横琴合作区视同

新家园，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

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根据《方案》，合作区的实施范

出口，
可以享受退税。
“二线”
对人员

水平开放的新体系，不断健全粤澳

体制。具体来讲，包括建立合作区

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

进出不做限制，也就是内地人员进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支持

开发管理机构，粤澳双方联合组建

的海关监管区域，横琴与澳门特别

出横琴自由，有利于澳门居民到横

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

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区管理委

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横琴与内

琴就业生活，也给横琴对外开放赋

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注入

员会下设开发执行机构，执行委员

地之间设为“二线”。其中，货物实

予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为横琴、
澳门的长远发展拓展了空间，
勾画了蓝图。
本报资料室/图

“鲁 C”能否夺回
“C”位？
“双万亿”曾经的辉煌
本报记者 颜世龙 淄博报道

淄博位于齐鲁大地的中心，得

了胶济铁路线后，淄博就可以大进

名源自淄川、博山两地的并称。作

大出，就诞生了近现代工业文明。”

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的发祥地，已
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

全国和山东的重要地位。

陶瓷行业，作为江北最大的陶瓷生

纷前来投资。
”

“记忆中，我父亲所在的化纤

产基地，年产量达 10 亿平方米，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1986 年 5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蒋

企业内就已经有铁路专用线。”蒋

自全国的经销商都在这里设点，街

月，作为“组群式”城市之一，应联

兵说，煤炭、丝绸、陶瓷、机电、水泵

兵说，
“那时，很多国有大项目都是

道上车水马龙，大量的外来人口活

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邀请，淄博市

孕育了姜太公、
齐桓公、
管仲等一批
历史文化名人，
可以说，
淄博脱胎于

等产业得以兴盛并行销海内外，
“新
中国成立以前就有几万人在做陶

以代号来命名。
”
有数据显示，1988 年，淄博市

跃了这座城市，也提振了消费。”淄
博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专家、山东

还作为 79 个世界大城市之一，参加
了联合国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书香世家”，更显厚重。而近现代

瓷，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
”

工业经济总量已经突破百亿元；

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会中说。

的世界大城市“人口与城市未来”

“我们的车牌号是‘鲁
C’，这是按城市的影响力
来排位的。可见曾经多么
辉煌！”如果是在几年前，
谈起山东淄博这座城市，
当地的老人多数是以骄傲
以来，因煤而兴，因工业而兴的淄

而新中国成立后，淄博作为国

2000 年 ，工 业 经 济 总 量 突 破 千 亿

作为建筑陶瓷行业的老人，统

国际会议。会上，时任副市长王裕

博，
则成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

家重点投资布局的城市之一，从第

元。至 2011 年，淄博市工业总产值

一科技总经理陈世伟也同样见证

民作了题为《淄博——组群式城市

从 1904 年德国在淄川建立山
东第一座煤矿——淄川炭矿算起，

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四五”时
期，国家在淄博布局建设了胜利炼

和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双双越过 1 万
亿元大关，成为彼时全国工业销售

了那段荣光，
“ 我们那时的企业排
产都要排到一个月以后。巅峰时

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这在淄博
乃至山东省的历史上都是一件大

淄博市近现代工业史已经 117 年。

油厂、山东铝厂、新华制药等 37 家

收入过万亿元的 16 个城市之一。

期，在淄博同时有几千个不同的陶

事。而在 1992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

的语气开头，而以惋惜作
结语。
3000 年泱泱齐风，最
早一批近现代工业文明城
市 ，因 煤 而 兴 ，因 工 业 而
“自从有了煤矿，就有了能源，修建

大型国有企业，奠定了淄博工业在

“那时淄博最典型的就是建筑

瓷品牌，浙江、福建等地的客商纷

淄博市为“较大的市”。

“建筑陶瓷行业的规模就从顶

划经济时代这些老国企是不需要

并不足以支撑企业、产业，乃至一

出台了一系列办法来力促转型升

候的夜晚是完全看不到星星的 。

峰时期缩减了 80%左右，散乱污的

搞技术研发的，他们的技术是科研

个城市的转型。

级，但收效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转

一直到工作了，我的同学来淄博出
差，问他对这里的感受，他说一是

化工企业关停了上万家。”董会中
说 ，改善环境是要付出经济代价

院所研发出来经国家统一调配到
手中的，也就是说科研和生产完全

“2014 年我考取了山东理工大
学的硕士，当时的室友去招聘会求

型和升级并不仅仅是淄博一个城市
在做，
而是全国各地都在奋勇争先。

物价便宜，二是污染很大，根本不

的，但淄博市认识到，如果不彻底

是两条线。即便改革开放后，很多

职，把简历投给了山东非常优秀的

“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的境遇

愿意在这里生活，办完事他马上就

转型，与污染企业做切割，产业和

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得益于当时

一家企业，对方给出的工资是 1500

一般，都有起伏波折的时刻，但总

走。”蒋兵说，那是野蛮生长的阶

城市的发展都是没有出路的。

老国企遗留下来的技术和人才，并

元，当他回到宿舍问了一下周边同

体而言淄博一直在改革的轨道上

段，但也要看到，我们首先要解决
量的问题，
才能解决质的问题。

除了刮起的环保风暴，在董会
中看来，淄博以前经济发展过缓的

不是从市场的搏杀中起来的，所以
一直难以形成科技创新式的驱动，

学，大连的企业都已经给到 3500 元
了，当即他就回去把就业协议书要

前行。比如去年淄博出台的人才
金政 37 条，力度空前，我们看到政

兴，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全 国 地 区 GDP 排 名 挤 进
第 13 名 。 同 样 是 这 座 城

壮士断腕 刮起环保风暴
“1997 年我还在上高中，那时

市，也曾备受粗放式经济
发展模式而带来的污染等
问题所困扰，大量从小企
业、小作坊、小工厂里排出
的废气弥漫天空，似乎用
遮天蔽日来形容并不过
分。即便是在几年前，淄
博的夜晚还在散发出“臭
鸡蛋”味道。
董会中说，当时淄博的工业发

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以往眼光不够

而这正成为淄博难以转型的深层

了回来，不签了。”蒋兵说，
“淄博抓

府的政策是不断随着变化而变

展牺牲了环境，是以环境和资源为

开放，对新技术新科技的引进和培

次原因。

住了资源和资本时代的机遇，但没

化。”董会中说，城市的发展目的是

代价换来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育力度不高、不大，缺乏更优惠更

有抓住创新驱动时代机遇，而这个

要人民有幸福感和获得感，虽然当

展，资源在逐步枯竭，人们对环保
要求和标准在逐步提升，淄博只能

具吸引力的政策，企业、人才、产业
难以在淄博实现更好的发展。

有资本 ，但都属于工业基础类产
品，附加值并不高，这就导致当地

时代的竞争模式已经改变，他靠的
是一批批优秀企业家和人才的创

前 牺 牲 了 一 些 GDP，但 环 境 改 善
了，大家的幸福感强了，同时这也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
解到，随着资源的逐步枯
竭和环保风暴以来，淄博
以雷霆之势，壮士断腕的
勇气，告别了以往的路径
依赖，也正是为此，2019 年
GDP 甚 至 一 度 从 全 省 排
名第 5 位滑落至第 7 位。

下决心，以环保为抓手整促经济结

蒋兵认为，我们过去有资源，

蒋兵说，辉煌时期的淄博多是

的收入水平不高，人才层次也多是
以蓝领工人为主，但单靠蓝领工人

新来驱动。
”
事实上，自 2014 年前后，淄博

为日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支撑，而在计

士领衔的数十人的科研团队 ，从

应用场景的新产品，而来自清华大

厚度，实现了和国外企业并跑的阶

形成赶学比超的氛围，正是淄博能

小企业全部关停，
剩下的退城进园，

建筑陶瓷砖功能性入手 ，研发了

学、
山东理工大学的人才加入，
让他

段。”东岳集团首席技术官兼副总

量爆发的开始。

而我们本身就将环保纳入企业发展
中了，
而且体量比较大，
所以采取了

一系列抗菌和防静电瓷砖 ，瞬间
打开了市场 ，避免了过去靠低价

们一举成为防静电领域的第一名。
推陈出新的不止一家，转型升

裁鲁孟石自豪地说。
积蓄的力量正在爆发。数据显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淄博全市
企业家大会召开前，市领导与淄博

就地升级改造。从重装企业外立

竞争的老路子。
“ 光这一个放静电

级的更不止一家。作为淄博知名

示，淄博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理事会

面，
到上马环保运营设备，
再到天然

陶瓷砖的研发就耗时一年多 ，经

的传统化工企业，全球最大的氟利

2003.9亿元，
同比增长13.4%，
增幅高

成员合影时，当时新任市委书记江

气替换燃煤 ，先后资金投入了近

历了上千次的试验 ，当时看着一

昂生产厂家，东岳集团通过多年的

于全省0.6个百分点，
列全省第4位。

敦涛主动请企业家们站在了前排，

4000 多万元，由于燃煤替换成天然
气，每平方米陶瓷砖成本上升了两

炉又一炉失败的瓷砖 ，别提多心
疼了 ，但现在看到自己的产品甚

研发积累，攻克了长期被国外垄断

董会中说，任何一个地区产业

而自己和市领导们站到了后排 。

至被国家核心单位和领域都在使

的发展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淄博最
重要的优势则是有雄厚的产业和

他说：
“企业家们很辛苦，毫不夸张

三元。”陈世伟说，
“不过，这也确实

的氢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质
子交换膜。据了解，氢燃料电池是

倒逼着企业进行升级和创新。从结

用，非常欣慰和自豪。
”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而质子交

工业基础，以及技术人才优势。此

建议，企业家要站前排，站 C 位，领

换膜则是核心的核心，因此这也被

外，蒋兵认为，淄博现在将企业家

导站后台、当后盾。”企业家们站到

称为氢能产业的“芯片”。

的地位提升了，让更多富有创新精

“C”位了，那么，淄博这座城，是不
是也将站到
“C”
位？

构调整。

GDP 不能衡量一切。

积蓄能量 正待爆发

而如今外地人再入淄博，
“环保整促刚开始时，
散乱污的
看到的是宽阔的街道，错
落有致的绿植，清新的空
气，或许还能听到当地人
自夸一句：
“比以前好太多
了，
也觉得生活有奔头。
”
从地方主官主动向企
业家们让出“C 位”，到为
企业家们“站台”，再到企
业家们登上城市的荣耀广

地说，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

场。淄博，这座既老又新
的工业城市，能重新站回
果来看，
我们也做到了。
”

从产品的花色、
图案，
到规格、
功

“C”
位吗？
据陈世伟介绍，公司投入了近
5000 万 余 元 ，先 后 聘 请 了 两 位 院

能，
陈世伟和他的团队每天考虑的是
如何差异化竞争，
推出更多适合更多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 12 微米的

神的企业家深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