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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謀劃建世界級大灣區
2022年GDP達6萬億 打造數字經濟高地
繼粵港澳大灣區之後，浙江省政府近日對外
宣布浙江大灣區建設戰略，計劃到2022年，灣區
經濟總量達到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高
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工業增加值47%以上。到
2035年，高水平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
目標。
大公報記者

▼浙江省政府對外宣布浙江大灣區建設戰略，提出到2022年，灣區經濟總量達到6萬億元以上。圖為杭州灣跨海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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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這項總目標，浙江省提出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
層面建設大灣區的思路。其中，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浙江大灣
區的總體布局是 「一環、一帶、一通道」，即環杭州灣經濟區、
甬台溫臨港產業帶和義甬舟開放大通道。
在中觀層面，即環杭州灣經濟區，這是大灣區建設的重點，
將構築 「一港、兩極、三廊、四區」的空間格局。其中， 「一港
」指高水平建設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爭創自由貿易港
。 「兩極」指增強杭州、寧波兩大都市區輻射帶動作用，帶動環
杭州灣經濟區創新發展、開放發展、聯動發展。
「三廊」指以高新區、高教園、科技城為依託，加快建設杭
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寧波甬江科創大走廊、嘉興G60科創大走廊
。 「四區」即謀劃打造杭州江東新區、寧波前灣新區、紹興濱海
新區、湖州南太湖新區，將新區建設成為產城融合、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的現代化新區。
在微觀層面，浙江提出發揮現有產業優勢，瞄準未來產業發
展方向，整合延伸產業鏈，打造若干世界級產業集群；突出產城
融合發展理念，推進產業集聚區和各類開發區整合提升，打造若
干集約高效、產城融合、綠色智慧的高質量發展大平台。

實施六大重點建設行動
在操作層面，浙江省提出將圍繞產業、創新、城市、交通、
開放、生態六大重點領域分別實施建設行動。
其中，在產業領域，浙江將實施現代產業高地建設行動，主
要包括建設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大
力發展高新技術服務業，建設新興金融中心，建設全球新興的文
化與旅遊產業基地等。
在創新領域，浙江將實施 「互聯網＋」科創高地建設行動，
主要包括高水平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實施人才強省戰略，
建設一批創新應用示範基地，前瞻布局一批國際水準的創新載體
等。
在開放領域，浙江提出開放高地建設行動，主要包括高水平
建設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電子世界貿易平台（
eWTP）試驗區，培育建設一批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基地等。
在交通層面，浙江將開展灣區現代交通建設行動，主要包括
打造高水平互聯互通的交通設施網絡，打造世界級港口集群，打
造通達全球的世界級機場群，推進灣區智慧化交通建設等。
根據安排，今後五年重點推進交通重點項目70項，估算總投
資約1萬億元，五年計劃完成投資約7500億元，2018年重點推進
重大項目44個。

廢棄蠶場變身文創市集
5月30日，遊客在浙江
省德清縣莫干山鎮一家茶文
化體驗店門口合影。2013年
，當地將鎮上蠶種場遺留的
廢棄廠房重新規劃，改造成
包含文化展示、藝術公園、
餐飲酒店在內的鄉村文創市
集。目前，這裏已有23家文
化創意企業入駐，成為返鄉
創業青年和遊客聚集的文化
場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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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

•高水平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
化目標 （資料來源：浙江省發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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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經濟總量達到6萬
億人民幣
•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達到50%以上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工業增
加值4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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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可做香港創客孵化器
【大公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
道： 「香港提出要建設國際創科中
心，在這個背景下，我覺得浙江完
全可以做香港創客的孵化器。」中
國香港（地區）商會─浙江會長歐
鎮江30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雖
然粵港澳大灣區更靠近香港，但對
於初創企業來講，浙江大灣區的創
業成本更低，而且 「找人、找錢都
不是問題」。
作為香港．杭州創新創業服務
中心創始人之一，歐鎮江常常遇到
來浙江尋找商機的港人。 「我會很
明確地跟他們說，如果你有很好的
產品和雄厚的資本，可以去北上廣
州創業，但是如果你的產品仍在起

步階段，那不妨多考慮一下杭州。」
「例如你做生物醫藥，其實這
個離香港近不近一點關係也沒有，
重要的是有沒有相關人才，有沒有
合適的土地建廠，有沒有政策方面
的扶持。」歐鎮江說，如今一家香
港的生物醫藥企業剛剛落戶服務中
心，創始人周博士就是癌症治療方
面的專家，他目前正在嘉興考察，
還帶來他的博士生團隊。
正如剛剛發布的大灣區建設戰
略，浙江提出要加快建設杭州城西
科創大走廊、寧波甬江科創大走廊
、嘉興G60科創大走廊。 「這些人
才集聚的手段，將大力提升浙江的
科創競爭力。」歐鎮江說。

世界灣區經濟現狀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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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溫州企
業技術人員在
調試自主研發
的6關節小型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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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浙江新聞網）

寧波舟山港江海聯運 輻射半個中國
【大公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浙江
的戰略區位獨特，杭州灣正好處於 『一帶一路
』和長江經濟帶相互融合的T字型交匯樞紐帶上
，且有得天獨厚的世界第一港——寧波舟山港
，其去年吞吐量已經超過了10億噸。」浙江省
發改委主任孟剛日前表示，當前浙江正處於重
塑區域競爭優勢的戰略機遇期。

灣區六市GDP佔全省近八成
▲杭州市民在 「無人零售店」 內使用裝有觸摸屏的桌
子體驗 「虛擬購物」
資料圖片

最高法：港仲裁需解決執行問題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30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中外記者見面會
，請5位基層法官圍繞司法為民與中外記者
見面交流。
針對 「有個別內地維權律師被吊銷執
照」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
高曉力回應記者提問時稱，刑事訴訟制度
改革過程更加強調證據裁判原則，強調疑
罪從無，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等。只有查明

灣區發展目標

寧波

台州

▲浙江大灣區建設戰略新聞發布會現場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宏、中、微三層面建設思路

環杭州灣區
環杭州
灣區

紹興

浙江大灣區

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孟剛表示，浙江大灣區建設的總目標是打
造成為 「綠色智慧和諧美麗的世界級現代化大灣區」，具體目標
是建設 「全國現代化建設先行區、全球數字經濟創新高地、區域
高質量發展新引擎」。

上海

確實構成犯罪才會適用刑法，予以處罰，
如果不構成犯罪， 「自然就沒有刑事責任
的承擔。」
高曉力在會後還就香港和內地仲裁合
作等問題回應媒體提問。她表示，香港的
裁決到內地之後最重要的是執行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之前兩地已經簽訂協議解決
了，目前是基層司法人員按照相關內容來
支持執行的問題。」

孟剛認為，環杭州灣區域在新一輪世界科
技和產業變革中應處於怎樣的地位、發揮何等
作用，需要頂層謀劃、定位；如今在全國範圍
，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

長三角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此背景下建設浙
江大灣區是最佳窗口期。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沿海沿灣的
杭州、寧波、嘉興、紹興、溫州、台州六市經
濟總量佔全省的79.8%，其中，灣區核心區生產
總值佔到全省的57.7%。
據了解，與粵港澳大灣區相比，江海聯運
或是浙江大灣區的優勢所在：灣區區域內有兩
個副省級城市（杭州市、寧波市），一個國家
級新區（舟山群島新區），一個自由貿易區（
舟山自貿區）；有杭州港、嘉興港、紹興港以
及寧波舟山港，借助江海聯運可以輻射半個中
國。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出版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十八大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日前已由中央
文獻出版社出版並在全國發行。
此次新出版發行的《十八大以來重要
文獻選編》下冊，收入了自2015年10月十

八屆五中全會後至2017年10月十九大召開
前這段時間內的重要文獻，共72篇，約63
萬字。包括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稿34篇，其
他中央領導的文稿16篇，中共中央、國務
院的有關文件22篇。
其中，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全國金融

工作會議上的部分講話，以《堅決防範化
解金融風險》的題目首次公開。講話提到
，一般工商登記註冊企業一律不得從事或
變相從事法定金融業務，誰都不能無照駕
駛。特別是要依法嚴厲打擊一些打着 「高
大上」旗號、花樣百出的龐氏騙局。

粵港澳灣區建設將帶旺港旅遊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香港旅
遊發展局副總幹事葉貞德近日表示，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港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鐵的即將開通，將給香港旅遊業
帶來積極的影響，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激發更多的內地遊客到香港旅遊。
葉貞德強調，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有接
近7000萬人口的市場。屆時，整個大灣區
會形成1小時的生活圈，香港旅遊發展局將
利用高鐵，連接不同的城市，讓出行香港
變得更便捷。

香港旅遊發展局統計數字顯示，2017
年內地有超過4400萬人次訪港，同比增長
約4%。2018年1至3月份，內地訪港人數達
1200多萬人次，同比增長約12.7%。
葉貞德說，數字不是目標，香港旅遊
力爭做好服務，希望遊客到港，看到的是
真實的香港。她指出，目前內地年輕遊客
是增長較快的客群，他們追求個性化的旅
遊，不是到了一個景點打個卡拍個照就完
事，而是深入體驗香港人的文化。
為此，香港旅遊發展局和人氣音樂唱

作人王嘉爾合作最新推出 「獨嘉香港AR魔
法書」，以地道的香港年輕人的視角，配
合高科技手段，通過炫目創新的3D動畫、
視頻短片、AR互動，向廣大的內地年輕遊
客推介地道的香港娛樂、運動、美食、藝
術的新玩法。
據悉，隨着香港旅遊業持續回暖，香
港旅遊發展局今年下半年將推出 「旅遊＋
運動+休閒」活動，豐富遊客在港體驗。
其中包括：6月香港龍舟嘉年華；8月第二
屆 「香港電競音樂節」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