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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談先行示範區建設

創新動力不竭
打造發展樣本

■廣東省委副書記
廣東省委副書記、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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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今年是深
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也是深圳實施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一周年。40 年來，深圳從一個落後
的邊陲農業縣建設成為一座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
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經濟總量位列亞洲前五。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11 日對外發布《深圳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 年）》，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
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展望未來，深圳如何再擔改革重任？
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日前接受媒體訪問
時表示，到本世紀中葉，中央給深圳定位目標要求是要成
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深圳要
打造「發展樣本」，就要不斷堅持創新，以創新驅動，使
經濟發展的質量更高。
顧過去 40 年，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實現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
回地區生產總值由
1979 年的 1.96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到 2019

年的 2.69 萬億元。去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布以來，深圳在先行示範區建設方面開
局良好。

構建創新生態鏈
王偉中指出，創新是深圳40年動力不竭的發展密碼。他表示，以鼓勵
支持科技創新為目標，深圳逐步構建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
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形成了「4 個 90%」的鮮明特徵，即
90%的研發人員、研發機構、科研投入、專利生產集中在企業。黨的十
八大以來，深圳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加快構建「基礎研究+
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

專利申請量十六連冠

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人民幣）
：
1979年零起步
2010年突破10,000億元
2017年突破20,000億元
2019年達到26,277.98億元
國內專利申請量：
2019 年 26.2 萬件，佔全國申
請量6.23%
截至 2020 年 8 月：累計軟件
著作權申請量 53.4 萬件，佔
全國12.01%
累計專利申請量 141.3 萬件，
佔全國7.27%
科技創新的4個90%：
90%的高新科技成果在企業
產生
90%的專利由企業研發
90%的高端人才在企業工作
90%的研發資金靠企業投入

數讀深圳成長
40 年 前 ， 深 圳 人 口 不 到 3
萬，現在實際管理人口超過
2,000萬

改革進深水區 最難刀刃向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特
區 40 年發展，形成了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
幹的特區精神。對於特區下一步的發展，廣東省委
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認為，當前特區的改
革進入了深水區，與 40 年前環境有所不同，今天深
圳的人均 GDP 已經到了 3 萬美金，全國最高，人均
地均的產出也都是最高。改革難免要觸動利益，動
一些人的蛋糕，改革其實最難是刀刃向內，改自

40 年前，深圳的經濟總量不
到 2 億元，2019 年底深圳經
濟總量已經接近 2.7 萬億元，
經濟總量位居亞洲城市前五
40 年 前 ， 深 圳 進 出 口 不 到
2,000 萬 美 元 ， 現 在 超 過
4,300 億美元，深圳的進出口
佔 廣 東 全 省 40% ， 佔 全 國
10%左右
40 年來，年均增長 20.7%，
現在深圳人均 GDP 達到 3 萬
美元，處在國際先進水平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40 年來，在不同階段誕生了一批
又一批與技術進步和消費升級同步的全國乃至全球同行
業領先企業。圖為創辦於上世紀90年代的騰訊。
網上圖片

高校助力基礎研究 基金撬動新興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廣東省委副書
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深圳正
在構建全過程的創新生態鏈，當中比較薄弱的是基礎研究
部分。據悉，為了補齊這個短板，深圳正在加大投入，不
久前率先以立法形式規定「市政府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
礎研究的資金應當不低於市級科技研發資金的30%」。

實施
「十大行動計劃」
2017 年起，深圳開始實施「十大行動計劃」，其中
就包括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設立十大基礎研究
機構，組建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等。此外，深圳
還加快建設和引入眾多高校，增加基礎研究的動力，也
為城市培養人才。
截至 2019 年底，深圳共有 13 所普通高等學校，在基
礎科研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根據深圳市科技創
新委日前對外公示的 2020 年基礎研究重點項目擬資助
項目，302個項目中絕大多數來自高校，其中53個項目
來自於深圳大學，39 個項目來自於南方科技大學，28
個項目來自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21 個項目來

自於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19 個項目來自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及其他香港高校深圳研究院。

天使母基金增至百億元
城市創新機制中，資金是重要一環，尤其是對於科
技型的初創企業。為了吸引這類企業，深圳兩年前成立
了內地資金規模最大的政府引導性質的天使母基金，並
探索了一套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運作管理新模式。廣東
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指出，深圳最高會承
擔子基金投下去一個具體項目 40%的風險，希望吸引
更多的初創者，培養出一個類似於華為、騰訊的企業。
據悉，深圳天使母基金自成立以來就備受創投機構
青睞，兩年來已經成為內地支持早期投資的重要力量。
其子基金覆蓋亞洲主流發達經濟體，投出 130 多個優質
天使項目，均屬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涵
蓋互聯網、信息技術、新材料、智能裝備、生物醫藥、
生命健康等領域，不乏眾多經典案例。
據投資界統計，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深圳天使母基
金累計承諾出資近 50 億元（人民幣，下同），累計實

際出資 20 多億元，撬動約 70 億元社會資本參與早期投
資。7 月深圳天使母基金規模由 50 億元增加至 100 億
元，預計到 2025 年，將撬動社會資本形成 250 億元天
使投資總規模。
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相關負責人指出，未來三到
五年，深圳天使母基金預計吸引約60家國內外頂級風險
投資機構落戶，集聚約 600 名天使投資專業人才，預計
投資近3,000個天使項目，創造約30萬個就業崗位。

■截至2019年底，深圳共有13所普通高等學校，在基
礎科研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圖為深圳大學校
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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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年）》發布，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
自主權。圖為深圳市民中心。
網上圖片

己。
他強調，問題多不怕，有問題不怕，關鍵能不能
正視問題，直面問題。40 年來，深圳的制度優勢是
最完美體現的地方，是外界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的重
要窗口，也是向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取得偉大成就的一個窗口。要堅定信心、
堅定信念，把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辦好，認準的
道路就要堅持不懈地走下去。

民企數量佔

在基礎研究方面，深圳加快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國家實驗室，
實現更多「從 0 到 1」式的源頭創新，並積極探索新型舉國體制實現路
徑，着力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同時，在成果產業化方
面，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科技金融方
面，大力發展天使投資等創業投資，「讓創新插上資本翅膀」。人才支
撐方面，着力解決稅收、教育、住房等問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事實上，深圳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創新之城，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
比重達到 4.2%，實現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條
約）國際專利申請量全國「十六連冠」，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 1.7
萬家，在5G、基因測序、無人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躋身世界前沿。

數讀深圳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深圳的系列改革
中，營商環境改革頗受關注。
良好的營商環境為企業的發展
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深圳累計共有商事
主體 337 萬戶，創業密度穩居
全國第一。而在 1979 年，深圳
企業總數僅為 501 家。民營經
濟已經成為深圳高質量發展的
中堅力量。
回顧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40 年
來，在不同階段誕生了一批又
一批與技術進步和消費升級同
步的全國乃至全球同行業領先
企業，創辦於上世紀 80 年代的
有華為、中興、創維、平安、
招商銀行等；創辦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有騰訊、比亞迪、邁瑞
生物、華大基因等；創辦於
2000 年後的有大疆、光啟、柔
宇、優必選、光峰科技等，這
些企業如今在各自領域核心技
術的創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企業開辦審批，時間壓縮到
幾十秒以內；企業項目備案，
從申請到批覆，只需 6 秒。通
過信息共享、自動核驗、智能
比對，推動政務服務由「基於
材料」的審批向「基於數據」
的審批轉變，系列政務服務
「秒批」，不斷降低投資創業
的制度性成本。深圳推動的系
列營商環境改革大大提升了企
業的熱情。數據顯示，截至 9
月 28 日，深圳市民營商事主
體總量累計達到 340.33 萬家，
佔全市商事主體總數的
98.1%。其中，民營企業總量
累計達 214.01 萬家，佔全市企
業總量的 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