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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強力
打造口岸經濟帶，與港
打造口岸經濟帶，
「北部都會區
北部都會區」
」對接發展
對接發展。
。圖為
從深圳皇崗眺望香港。
從深圳皇崗眺望香港
。
資料圖片





4



4



 




:

 !7
  0 


! .

東起大鵬半島，穿過鹽田、羅湖、福田、南山，西至寶安大空港，綿延100公里，與香港跨境相望，這就是深

對 接 北都區

圳規劃的深港口岸經濟帶，涵蓋「海陸空」14個一類口岸及周邊區域、跨境地塊，將深港緊密連接起來。香港
「北部都會區」的規劃重磅出世，成為兩地城中熱話。一直以來，深港融合發展，深圳一直表現積極，將深港口
岸經濟帶作為深港合作物理上的前沿陣地，推動與港合作的規則銜接、制度創新。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獨家獲

悉，深港兩地官方已進行多次探討，希望推動經濟帶上升為國家級戰略規劃。有專家建議，深港應該爭取中央支持，明確口岸經濟帶空間
範圍，借鑒「橫琴模式」，以打造自由貿易區為目標，規劃建設粵港（即深港）深度合作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郭若溪 深圳報道

今年10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發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

「北部都會區」，是首次由香港特區政府
提出、眼港深兩地跨界融合發展的策略
性綱領。
位於「雙城三圈」中的港深緊密合作圈
中，羅湖是深圳最早開發的片區，聚集了
近4萬港人，是港人最熟悉的區域。羅湖
數年前就率先在深圳提出打造深港口岸經
濟帶的概念，推進體制機制「軟聯通」和
基礎設施「硬聯通」。

打造中國特色跨境合作平台
目前，深港口岸經濟帶已經上升為深
圳市戰略，並納入國家、廣東省大灣區
建設工作要點。以羅湖、文錦渡和蓮塘
三大口岸為核心，南面以深圳河為界，
北至深南東路、羅沙路、蓮塘路，西抵
紅嶺南路，東至蓮塘口岸片區，佔地面
積約 7.1 平方公里，是深圳口岸經濟帶的
羅湖先行啟動區。在這裏，許多推動深
港融合的創新服務率先開展。
除了羅湖外，福田、南山等區近年也逐

步加強香港北部的緊密聯繫，合作範圍日
益廣泛、規格日益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消息人士處獲悉，深
圳已經開展口岸經濟帶規劃研究，希望與
香港新界北開發相結合，雙城聯動，重點
聚焦現代服務業、總部經濟、科技創新、
社會民生、旅遊消費、海洋經濟等領域開
展深度合作，謀劃提出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深圳灣深港總部經濟集聚區、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羅湖深港社會
融合發展示範區、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
費合作區、大鵬深港海洋經濟合作示範區
等一批空間統籌、結構優化、錯位協同的
特色功能區，構築深港合作新紐帶，打造
中國特色跨境經濟合作平台。

兩地編制方案望年底呈中央
消息指，深港兩地高層此前已多次就
此進行溝通銜接並達成共識，商定對深
港口岸經濟帶和香港新界北進行聯合專
題研究，共同編制方案於今年年底前有
望報送中央大灣區領導小組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深圳「十

四五」規劃中，深港口岸經濟帶與前
海、河套地區並列作為深圳推進深港澳
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年初羅湖區
「兩會」上發布會的《政府工作報
告》，亦有提及將推動深港口岸經濟帶
上升為國家級合作平台。

專家：建
「深南港北」
夢幻組合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
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深圳應該在定
位更新、戰略提升、空間拓展等方面升
級口岸經濟帶，構建「深圳南+香港北」
的夢幻組合，在深港交界地區盡快形成
高端要素資源高度聚集的發展新格局。
同時，應積極推動「雙城經濟」深度對
接。爭取中央支持，明確口岸經濟帶空
間範圍，借鑒「橫琴模式」，以打造自
由貿易區為目標，規劃建設粵港（即深
港）深度合作區。
他認為，深港兩地應該共同制定未來發
展總體框架、成立聯合專責機構、共商共
議重點合作事項的規劃進程圖和建設時間

● 張玉閣

● 方舟

表，利用香港制度優勢和深圳配套支持聯
建重大科技和民生基礎設施，支持深圳企
業到「北部都會區」設立雙總部、分公
司、研發中心和聯合實驗室。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方舟認為，深港可在特定區域參考橫琴
模式推動深度合作，如在新納入前海的
海洋新城片區，具備填海島嶼全封閉管
理的優勢，最有條件探索實施類似橫琴
的粵港深度合作區。
此外，深港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
流浮山海岸創新區、羅湖口岸改造片區、
沙頭角中英街，也可以分別以科技、民生、
商貿旅遊等為引領，探索實行深港「共商
共建共管共享」的深度合作機制。

沙頭角深度融合 招港企優先進駐
根據深圳市方面的規劃，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
作區也是深港口岸經濟帶重點建設的片區之一。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深圳市鹽田區了解到，鹽田區已經明確將加

快建設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將其打造成與
香港「北部都會區」深度對接的東部發展主陣地。根據
《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規劃研究報告，合
作區將更有效地將國際要素導入港方，推動香港更好地
發展，成為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支撐地。

擬設 4 萬個港人專屬崗位

●沙頭角將建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圖為深圳鹽田
海濱棧道。
資料圖片

按照規劃，建成後的合作區將全面對港開放，為
香港特別是新界北區市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
優惠的政策，快速推進深港合作。探索從經營空
間、行業准入、就業崗位對港全面開放，為香港發
展提供新支撐，具體包括重要旅遊消費項目優先供
港經營，允許香港旅遊消費服務機構進駐，如田心
工業區商業、口岸購物中心、中英街商舖、民宿產
品等區域允許港企、港人進駐和就業，計劃提供約 4

萬個港人專屬就業崗位。

將建 10 萬平米消費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相關部門已就沙頭角口岸重建
規劃多次研究完善，其中，沙頭角口岸將建佔地 10 萬
平米的國際化特色消費中心，由深方建設，供港方企業
優先經營，希望引進太古集團、九龍倉集團等，並為港
人提供約2,000個就業崗位。
「未來的沙頭角口岸將打造面向全市、粵港澳大灣區及
全國的人群，兼具城市消費和旅遊消費功能的國際化特色
消費中心。」鹽田區相關人士表示，以前港方一直積極配
合，但是推進受限，隨香港北都會策略的推出，深方也
將打好基礎，先行探索全面對港開放，為港方參與合作提
供具有吸引力的發展空間與發展機會，拉動港方參與合
作，最終實現深港全面聯動，合作共贏的發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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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改造升級 通關貨運提速

深圳圈重點
對接北都區

2021 年 11 月

在口岸經濟帶建設中，
如何提升通關便利程度尤
為關鍵。深圳方面目前正
在推進包括皇崗口岸、羅
湖口岸等的改造，同時，
積極推動蓮塘口岸 24 小時
通關，嘗試申請福田保稅
區「一號通道」成為合作
區跨境專用口岸，促進深
港往來更流暢。
根據深圳市「十四五規
劃」，深圳將逐步實現深
港跨境貨運「東進東出，
西進西出」，加快皇崗、
沙頭角等口岸重建改造，
升級羅湖、文錦渡等口
岸，推動前海、大鵬等設
立新口岸。
據悉，皇崗口岸是聯繫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
雙方園區的重要節點，是
全國最大的、唯一全天候
通關的陸路口岸，將打造
成為輻射大灣區、面向世
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體
綜合交通樞紐、城市活力
公共空間於一體的現代化
國家一級口岸。

新皇崗口岸料「兩地一檢」

有消息指，新皇崗口岸
有望在粵港口岸中率先採
用「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俗稱「兩地一
檢」）模式。未來新皇崗
口岸將引入城際軌道、城
市軌道和港方軌道等多條
軌道交通，建設公鐵複合口岸，實現
灣區內部和跨境高效互通。
此外，30 年前為保稅區的廠商以及
物流貿易商所準備的一條「一號通
道」，現已批准向科研人員開放。
在羅湖口岸方面，香港東鐵線有望北
延至羅湖口岸，並實行「一地兩檢」，
文錦渡口岸則將轉移貨運功能，升級為
商務型陸路口岸。
深圳市口岸辦早前還透露，深圳將把
沙頭角口岸打造成以便捷通關為主、兼
具國際旅遊消費功能的深圳東部地標性
口岸；規劃建設中的前海客運碼頭，則
將同時配套設置跨境直升機口岸，通過
水上航線和直升機航線，加強深港間基
礎設施的高效聯通。

●新皇崗口岸率先採用
「兩地一檢」
。圖
為新皇崗口岸設計效果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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