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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
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黄小彪
( 广州航海学院航运经贸学院ꎬ广东广州 ５１０７２５)
摘

要: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ꎬ在国家开放版图中战略位置凸显ꎬ国际性综合交通体系比较完善ꎬ

海洋航运历史文化积淀厚实ꎬ高标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具有现实可行性和迫切性ꎮ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ꎬ从战略高度谋划国际航运中心建设ꎬ着力发展现代临港临海产业体系ꎬ构建与国际航运、投资和贸易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ꎬ率先建立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ꎬ加快构建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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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运中心是指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为依

路” 的核心枢纽ꎬ并成为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经

托ꎬ具有高度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国际中心城市或城

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大通道ꎬ对于提升中国

市群ꎬ其所在区域一般也是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ꎬ建设开放型经

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ꎮ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

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ꎮ

头兵ꎬ在国家开放版图中战略位置凸显ꎬ经济开放程

１.２

度高ꎬ国际性综合交通体系比较完善ꎬ现代临海产业
体系比较发达ꎬ海洋航运历史文化积淀厚实ꎬ从战略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充分发

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ꎬ带动泛珠
三角地区发展

高度谋划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和迫切

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有利于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

性ꎬ对于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区的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ꎬ对外联通 ２１ 世纪海上

制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ꎬ加快实施海洋强国、
“ 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部署等具有重要

丝绸之路经济带ꎬ对内连接珠江 － 西江经济带和泛

珠三角地区ꎬ实现地区间良性互动发展ꎮ 一方面ꎬ泛

战略意义ꎮ

珠三角地区作为广东国际航运中心的广袤腹地ꎬ能

１

够提供大量货源和优质资源ꎬ提升湾区经济集聚力ꎻ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是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需要

１.１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推动落

另一方面ꎬ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也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提供平台和渠道ꎬ增强粤港
澳大湾区的带动、辐射和综合服务功能ꎬ促进泛珠三

实“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ꎬ提升中国国际航运地位以

角地区间的互动发展ꎮ

及影响力

１.３

广东在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中具有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ꎬ拥有世界级深水港口群和国际机场群ꎬ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提升粤

港澳合作广度和深度ꎬ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
稳定

国际性综合交通网络发达ꎬ是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

目前ꎬ由于珠三角港口群的崛起ꎬ香港国际航运

作、增强国际关系纽带的理想窗口和战略平台ꎬ也是

中心的港口服务功能正在下降ꎬ其国际航运产业正

联通和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主要桥梁和载体ꎮ 高标

逐步向高端化发展ꎬ并已在结构上与内地形成一定

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ꎬ将其打造成为对接“ 一带一

的梯度发展态势ꎬ粤港澳航运互补性较强ꎬ航运合作
的空间很大ꎮ 香港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航运竞争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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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更好地依托内地广阔的腹地以及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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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ꎬ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ꎮ 广东要建设开放

委ꎬ主要从事交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ꎮ

型经济新体制ꎬ就必须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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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ꎬ特别是在市场体制与机

洋船舶工业、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支柱产

制上与港澳对接ꎮ 因此ꎬ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

业) ꎬ作为国家实施南海开发战略的桥头堡和战略

中心ꎬ不仅有利于探索“ 一国两制” 框架下粤港澳航
运资源优势互补、有效整合的模式ꎬ并形成发展合力
参与国际航运竞争ꎬ而且有利于香港国际航运中心

推进基地ꎬ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ꎮ
１.６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推动新

型临港经济发展ꎬ推动港口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的优势功能向内地延伸和辐射ꎬ更好地发挥香港对

广东正处于重要的产业转型阶段ꎬ高标准建设

珠三角以至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带动功能ꎬ进一步巩

国际航运中心ꎬ大力发展新型临港经济ꎬ促进港城互

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ꎬ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

动、港城一体ꎬ无疑应该成为我省港口城市经济转型

繁荣稳定ꎮ

升级的一条重要战略途径ꎮ 比如可以充分发挥我省

１.４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加速推

的区位优势、港口岸线空间资源优势ꎬ在港口城市布

进航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提升中国国际航运软实

局建立临港经济集聚区ꎬ大力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

力

和现代海洋服务业ꎬ不仅有利于突出广东产业特色ꎬ
当前ꎬ世界主要港口都把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

而且将衍生大量相关的新兴产业ꎬ带来强大的乘数

作为提高港口核心竞争力、延伸港口服务功能、拓展

效应ꎬ将成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发动机ꎮ

港口发展空间、提升港航产业价值、促进港口转型升

１.７

级的重要手段ꎮ 伦敦以卓越的现代航运服务业ꎬ对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构建与

国际商事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ꎬ推动开放型经济新

全球航运进行着 “ 无形” 控制ꎬ 堪称全球航运界 的

体制建设

租船市场约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３０％ꎬ形成了纽约国

动程度为主要特征ꎬ广东要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际航运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相互支持的格局ꎮ 新加

制方面为中国提供支撑ꎬ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ꎬ从

坡围绕国际中转服务大力延伸现代航运服务产业

制度安排入手ꎬ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ꎬ率先

链ꎬ已成为国际集装箱管理、租赁中心ꎬ亚洲最大的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ꎬ加快形成国际化、

修船基地和国际船舶燃料供应中心ꎮ 国内上海、浙

法制化、市场化营商环境ꎮ 国际航运是国际化程度

江等地区近年来围绕国际航运中心建设ꎬ着力发展

相对高的一个领域ꎬ世界上的主要国际航运中心全

港口软实力ꎬ中、高端航运服务功能不断提升ꎮ 相比

都实行自由港贸易政策ꎮ 广东构建以自贸区为平

之下ꎬ广东港口航运软实力发展缓慢ꎬ港口大而不

台ꎬ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载体ꎬ以粤港澳国际航运深度

强ꎬ与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很不相称ꎬ

合作为重点的国际航运中心ꎬ对于推动香港国际航

必须大胆探索港口发展新模式ꎬ及时转变港口发展

运中心自由港政策逐步向内地延伸ꎬ推进广东加快

方式ꎬ提升港口国际竞争力ꎮ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

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治制度、与国际商事

航运中心ꎬ有利于遵循国际航运发展规律ꎬ建立与国

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ꎬ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

际接轨的国际航运管理体制ꎬ实行国际通行的航运

重要现实意义ꎮ

政策ꎬ探索港口转型发展新模式ꎬ推进航运业结构性

２

“大脑” ꎮ 纽约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航运交易市场ꎬ其

改革ꎬ从根本上提高广东港口国际竞争力ꎬ为提升中
国国际航运软实力提供有力支撑ꎮ
１.５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有利于国家实

施南海开发战略ꎬ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开放型经济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

广东优越的地理、人文、设施、产业、政策

条件ꎬ为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奠定
坚实基础
从地理位置看ꎬ广东省面向南海ꎬ东接太平洋西

南海油气资源、旅游资源和渔业资源丰富ꎬ是中

联印度洋ꎬ毗邻港澳ꎬ地理位置优越ꎬ是中国经济最

国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ꎮ 高标

发达、最有 活 力 的 区 域 之 一ꎬ 是 中 国 建 设 “ 一 带 一

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发挥广东港口资源和航

路” 的重要战略支撑ꎬ在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

运资源优势ꎬ建立强大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和支

制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与功能ꎮ 硬条件上ꎬ广东

撑体系( 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

国际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发达ꎬ辐射服务范围

天然气业、海盐及海洋化工业、海洋休闲旅游业、海

广ꎬ港口和机场货物吞吐量已达到世界级水平ꎬ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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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ꎮ 软环境建设上ꎬ广东处于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ꎬ敢啃硬骨头ꎬ敢为天下先ꎬ创新

５３

和欧亚大陆桥的铁路相连接ꎬ开通了“ 粤新欧” 、“ 粤
满俄” 等国际货运班列ꎮ 广东陆上运输已形成辐射

和商业文化底蕴深厚ꎬ随着“ 一带一路” 、自贸区、粤

珠江东、西两岸的国际货运“ 双子星” 布局ꎮ

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的加快实施ꎬ国际化、法制

航空运输方面ꎬ从广州和深圳机场发出的国际

化、市场化营商环境不断改善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

航线已全部覆盖东盟、中东、欧洲等海上丝绸之路国

逐步形成ꎮ 综合看ꎬ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已具有

家的首都城市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广州白云机场国内

良好基础ꎮ
２.１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一是港口基础设施方面ꎬ目前广东省已形成了

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汕头港、湛江港五大沿海主

航线达到 １５０ 条ꎬ国际和地区航线 １４６ 条ꎻ深圳宝安
机场国内航线 １０３ 条ꎬ国际和地区航线 ２３ 条ꎮ

２.３

以泛珠三角地区为腹地的国际航运枢纽格局

初步形成

要港口以及佛山港、肇庆港两大内河主要港口为龙

广东省内河航道经多年建设ꎬ已形成以西江干

头的面向全球、辐射泛珠的世界级港口群ꎬ广东省外

线和珠江三角洲“ 三纵三横三线” 高等级航道网为

贸进出口货物的 ９０％ 通过港口运输ꎮ ２０１６ 年广东

核心的内河航道体系ꎬ再加上铁路和高速公路主干

吐量 ５ ７２８ 万吨ꎮ 其中广州港吞吐量位 ５.４４ 亿吨ꎬ

湘、桂、赣等泛珠三角地区ꎮ 内陆无水港网络建设也

位居全球第三和第七位ꎮ 广东港口群已初步建成覆

各地布局了 ３１ 个内陆港或办事处ꎬ完善的水陆交通

省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８ 亿吨ꎬ完成集装箱吞

道的逐步建成ꎬ广东港口腹地已延伸至云、贵、川、

位居全球第六ꎬ集装箱吞吐量深圳港和广州港分别

取得重要进展ꎬ至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广州港已在全国

盖全球的国际物流网络ꎬ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
物流枢纽ꎮ
二是铁路方面ꎮ 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广东省铁路运营

里程达 ４ ８９０ 公里ꎬ ２１ 个地级及以上市均通铁路ꎬ

网络为拓展沿海港口的内陆腹地奠定坚实基础ꎮ
２.４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国际化营商环境逐步形

成

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ꎬ广东发展已经站在新

其中 １６ 个 市 通 高 ( 快) 速 铁 路ꎬ 铁 路 出 省 通 道 １３

的历史起点ꎬ地区生产总值连续 ２８ 年居全国首位ꎬ

横穿东西、纵贯南北的铁路大通道ꎮ

的四份之一ꎬ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ꎬ对外投资快

个ꎬ建成黎湛、京广、京九、洛湛、厦深、贵广、南广等

现代产业占据主导地位ꎬ进出口贸易规模约占全国

三是航空方面ꎮ 广州白云机场是全国三大枢纽

速增长ꎬ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ꎬ“ 三互” 大通关改

机场之一ꎬ深圳机场也是全国大型骨干机场之一ꎬ全

革积极推进ꎬ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建设走在全国前

省已初步形成以广州机场为核心ꎬ深圳、珠海、揭阳、

列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效ꎮ 航运业

湛江、梅县、惠州等机场共同发展的民航运输基础设

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ꎬ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港口

施保障体系ꎮ ２０１６ 年广东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城市、国际航运、贸易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非常密切ꎬ

２.２

善ꎬ航运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格局正在形成ꎬ珠江流

１.１４ 亿人次ꎬ货邮吞吐量 ２８４ 万吨ꎮ

航运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ꎬ航运服务软环境不断改

形

域一体化发展效果明显ꎬ珠江正成为中国除长江以

面向“ 一带一路” 的综合交通服务网络初具雏

海上 运 输 方 面ꎬ 广 东 省 港 口 已 开 通 国 际 航 线

外的第二条对接“ 一带一路” 的黄金水道ꎮ 随着“ 一

２９０ 多条ꎬ国内航线 １５０ 多条ꎬ台湾航线 ５０ 多条ꎬ通

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建设以及供给侧结

省港口与国外港口结为友好港口数量不断增加ꎬ如

营商环境将进一步改善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更加

广州港 ２０１６ 年底国际友好港已达 ４１ 个ꎮ 港航企业

成熟ꎬ这些无疑将为高标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提供

果ꎮ 广东交通电子口岸、港口物流信息平台等系统

２.５

达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００ 多个港口ꎮ 广东

“ 走出去” 合作建设港口和物流园区已取得初步成
的建设提升了综合交通服务的效率ꎮ

构性改革的系统推进ꎬ我省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体制平台和政策支撑ꎮ
海洋贸易历史悠久ꎬ海洋商贸文化底蕴深厚
广东自 古 至 今 一 直 是 中 国 最 主 要 的 “ 连 通 世

陆上运输方面ꎬ近年来ꎬ珠三角核心地区与东盟

界” 的桥头堡ꎬ最早在秦代前广东就开拓了海洋贸

直接的铁路运输能力得到增强ꎬ并通过国家铁路网

易ꎮ 在海上丝绸之路拓展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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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ꎬ唐代广州港已有“ 摆国

领导担任主任ꎬ负责海洋经济和港口发展的宏观管

千船十万蕃” 一说ꎮ 宋元之后ꎬ广州成为世界性大

理和综合协调ꎬ加强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实施ꎬ实现

港和东方第一大港ꎮ 直到鸦片战争前ꎬ广州外贸仍

全省港口规划、建设、管理“ 一盘棋” ꎬ港航交通、物

空前繁荣ꎮ 新中国建立以后ꎬ广州继续保持着对外
贸易一枝独秀的地位ꎬ至今广东仍是全国外贸第一
大省ꎮ 可见ꎬ广东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就是古代意义

流、信息“ 一张网” ꎬ港口岸线、航道、锚地资源开发
保护“ 一张图” ꎮ 省海洋港口发展委员会下设省海
洋港口岸线资源收储中心ꎬ加强全省港口岸线等资

上的国际航运中心ꎬ海洋商贸文化历史源远流长ꎬ拥

源的统筹管理ꎮ 三是成立全省港口资源整合平台ꎮ

有“ 思变、 沟通、 包容、 敢为天下 先” 的 商 贸 文 化 基

建议借鉴浙江经验ꎬ成立广东省港口投资运营集团

因ꎬ以及“ 明势务实、开放包容、创新进取” 的海洋文

(简称省港口集团) ꎬ并采取行政及( 或) 市场手段最

化之魂ꎮ 底蕴深厚的海洋商贸文化是广东建设国际
航运中心的思想宝库ꎮ

３

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ꎬ加快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几点建议

３.１

从战略高度谋划国际航运中心建设ꎬ高标准做

好国际航运中心顶层设计

大限度地实现对全省港口资产的控股ꎮ
３.３

着力发展国际化立体多式联运网络ꎬ加快建设

面向“ 一带一路” 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一是发展立体多式联运网络ꎮ 要大力支持空港
和海港拓展国际航线ꎬ加快港口后方疏港铁路建设ꎬ
拓展广东至欧洲、中亚、东盟地区的国际陆路通道ꎬ
积极发展国际货运班列ꎬ提升空铁联运、空海联运、

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ꎬ立足于形成陆海内外

水水联运发展水平ꎬ建设国际多式联运中心ꎮ 二是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ꎬ紧扣“ 一带一路” 、

加快建设珠江黄金水道ꎬ提高内河集疏运能力ꎮ 建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强国

议推动建立由交通运输部、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

建设等战略安排ꎬ高标准谋划好国际航运中心的顶

四省区组成的省部协凋机制ꎬ解决珠江口航道管理

层设计、发展框架和发展路径ꎮ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

体制不顺、投入不足等问题ꎬ加快高等级航道建设ꎬ

新ꎬ实现全省港口一体化发展ꎬ构建对接港澳、联通

打通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ꎮ 三是要加强与泛

全球、服务泛珠的世界级港口群和现代集疏运体系ꎬ

珠三角腹地合作ꎬ加快内陆无水港的布局和建设ꎬ拓

建设亚太地区最开放、最高效、最便捷、最安全的国

展港口经济腹地ꎮ

际综合交 通 枢 纽ꎬ 把 珠 江 打 造 成 中 国 第 二 条 联 通

３.４

“ 一带一路” 的黄金水道ꎻ注重港、城、区( 自贸区、保

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ꎬ加快构建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格局

税区) 协同ꎬ加快发展现代临港临海产业体系ꎻ积极

一是以新加坡、香港等著名国际航运中心为标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

杆ꎬ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平台ꎬ争取国家把香港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ꎬ率先建立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由港的政策延伸到珠三角地区ꎬ建设自由贸易港ꎬ实

化营商环境ꎬ构建高层次开放经济新体制ꎬ积极参与

施境内关外ꎮ 二是要依托自贸区建设ꎬ加快推进机

全球航运、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ꎬ当好国家参与全

构改革重组ꎬ大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综合监管领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生力军ꎮ

域制度创新ꎬ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ꎬ提升通关

３.２

便利化水平ꎮ 三是争取国家政策支持ꎬ大胆探索具

以深化港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ꎬ整合全

省港口资源
一是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ꎮ 建议参照浙江经

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模式ꎬ激发市场主
体的积极性ꎬ为航运市场主体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

验ꎬ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任副

效的行政服务ꎬ着力打造世界级航运服务市场ꎮ

组长和有关省领导、职能部门以及地市主要负责人

３.５

为成员的省海洋与港口发展领导小组ꎬ加强顶层设

着力发展现代临海临港产业集群ꎬ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新高地

计ꎬ统筹推进全省海洋事业发展与港口一体化发展ꎮ

一是要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全省产业体系发

二是组建省 海 洋 与 港 口 发 展 委 员 会ꎮ 按 照 “ 大 部

展有机结合起来ꎬ加快沿海区域产业集聚ꎬ建设特色

制” 要求ꎬ将省级港口、航运和海洋的相关行政职能

现代临海临港产业集群ꎬ加强港口规划与城市规划、

予以整合ꎬ组建省海洋与港口发展委员会ꎬ由省分管

产业规划衔接ꎬ促进港产城一体化发展ꎮ 二是要抓

黄小彪:高标准建设广东国际航运中心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５５

住当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格局调整和模式转型的

合ꎬ在广东形成粤港澳国际航运合作的新优势ꎮ 二

机遇ꎬ瞄准全球航运控制力和话语权ꎬ努力实现弯道

是建立沿海港口服务网络ꎮ 争取以资本为纽带ꎬ重

超越ꎮ 要着力发展“ 互联网 ＋ 港口经济” ꎬ打造智慧

点加强与东南沿海港口群以及海南、广西等西南沿

型国际航运中心ꎻ要促进航运服务新业态和新兴物

海港口的合作ꎮ 三是抓紧布局海外港口与物流网

流业发展ꎬ抢占国际航运和物流服务制高点ꎬ提升全

络ꎮ 引导港航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港口和物

球资源配置力ꎻ要以国际化大型港口为依托ꎬ发起或

流园区建设ꎬ积极鼓励物流企业面向“ 一带一路” 开

主动参与新的国际航运游戏规则制定ꎬ提升市场话

展全球化经营ꎬ牵头组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语权ꎮ 三是要着力打牢微观基础ꎮ 要大力培育和集
聚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港航市场主体ꎬ撬动社

际港口联盟” ꎮ

会资金投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ꎬ发展国际集装箱船
队ꎬ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ꎬ提升国际港航企业国际
竞争力ꎮ
３.６

推动海洋文化大发展ꎬ提升国际航运中心文化

软实力ꎬ为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坚实文
化基础
海洋文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文化源泉和思想宝
库ꎬ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
推动广东海洋文化大发展ꎬ这同时也是广东对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应尽的责任ꎮ 一是要站在
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高度ꎬ深入挖掘广东海洋文化
内涵ꎬ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ꎬ构建更具开放性、和谐
性和科学性的海洋文化体系ꎬ凸显海洋文化在广东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主旋律
作用ꎮ 二是要在海洋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升华广东的
开放文化ꎬ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ꎬ加快与国际通
行规则相衔接ꎬ在促进航运、投资、贸易、金融便利化
等方面积极探索ꎬ重塑广东对外开放新优势ꎬ继续发
挥广东在中国开放新格局中的排头兵地位ꎮ 三是在
海洋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升华广东的创新文化ꎬ激发
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ꎬ加快培育海洋科技服
务市场ꎬ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ꎻ建立健全有利于高端
国际航运研究机构与人才集聚的机制ꎬ打造航运研
究创新平台ꎬ使广东成为国际化高端研究机构与人
才的集聚地ꎮ

３.７

加快建立和深化区域合作机制ꎬ打造高标准全

方位合作平台
既要加强区域合作特别是粤港澳合作、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ꎬ也要加强同国内在建的上海、天津、大
连、厦门等国际航运中心的合作ꎬ还要加强对外合
作ꎬ特别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ꎮ 一是设立
粤港澳国际航运合作区ꎮ 将香港现有的自由港政策
优势、高端航运产业优势与内地的资源优势有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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