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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简称综研院，英
文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简称 CDI），是经国
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由马洪、李灏、陈锦华等共同发
起，于 1989 年 2 月在深圳成立，是综合性、公共服
务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2015 年，综研院成为首
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是深圳市
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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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院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对策性、前瞻性、战略性
研究，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国内
外大型企业、社团组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综研院秉
承“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通过
开展合作研究、学者互访、举办会议论坛等活动，积
极推进与国内外智库机构的学术交流。
综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现任理
事长（代）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叶小文，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任院长兼首席专家。现有
员工 180 余人，85% 为研究咨询人员。实行小机构大
网络的运行机制和新型的内部管理制度来吸引人才。
综研院建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工作站，同时也是
南方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具有国家工程咨询
甲级资质。
综研院发起设立了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马洪
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管主办学术期刊《开放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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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概述
Executive Summary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院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开局之年。在院理
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我院稳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积极为各级政府提供研究与
咨询服务，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服务
党和国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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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业建设、青岛环海开发区发展战略、广西南流
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内蒙古国家级新型能源基
地建设、新疆伊犁州国资国企改革等方面开展咨询
研究，为各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济创新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时尚产业发

立足深圳，服务深圳市委市政府
重大决策

口、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城市更新、政府绩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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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做好国家高端智库报告研究

展、新能源、新消费、平台经济、区块链、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开展研究。
推进城市更新与公共服务研究，重点涉及人
核、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
保障制度等公共政策研究。
（三）多渠道多形式为深圳咨政建言
我院专家和研究人员通过参加重点调研、专家

充分发挥我院专业与研究特色，重点围绕国家

座谈会、论证评审、高端专访会等方式为市委市政

战略开展研究，并定期上报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工

府咨政建言。同时定期将《快参》《通讯》《智库

作动态及观点，部分报告得到相关领导的批示。

视点》《中国经济月报》递送深圳的相关领导及决

（二）积极对接认领中央相关部委需求课题

策部门。

研究重点涉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全球产业链

创新合作、横琴粤澳合作、琼粤战略合作、香港中

供应链、碳达峰碳中和、“一带一路”建设、边合

长期发展规划和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深汕特别合

区跨合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问题。研究成果得到有

作区城乡融合发展、广东省培育世界级先进产业集

关部门高度肯定。

群、广东省产业与科技合作等研究。

（三）充分利用多渠道上报服务各级政府决策

（三）对接国家开放战略，服务边合区自贸区建设

通过多渠道上报研究报告供有关部门和领导

配合商务部及沿边省、自治区政府，推进边境

参阅，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智库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

经济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研究咨询

作用。

服务，并编制《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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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
研究咨询

（一）承担国际咨询项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报告》。开展西藏吉隆、新疆塔什库尔干、中
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区、满洲里国家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等地的综合实施方案咨询。
服务国家自贸区（港）战略，推进《香港、新
加坡、迪拜等世界先进自贸港建设经验及对海南自
贸港的启示》《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中国—智

作示范区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
《东

利产业与投资合作研究》《柬埔寨王国自由贸易区

北亚国际海陆新通道顶层规划研究》《招商局太平

综合咨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特区咨

湾合作创新区实施策略研究（2021-2035）》等重

询》《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综合规划咨询服务项

大课题研究。

目》等国际咨询项目。有关专家受商务部邀请给多

（四）深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

国政府官员授课，推广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经验。
（二）深化重大战略研究，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重点开展关于粤港澳规则机制对接、深港科技

02

2021 Annual Report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围绕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直管区“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中韩（长
春）示范区服务业“十四五”规划、苏州高新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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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研究需求
承担深圳发展亟需的重大课题。开展有关市、
区各级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委托编制的“十四五”
规划、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协同、新型文化
产业发展、碳达峰与碳中和先行示范，以及罗湖口
岸经济带、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坝光国际生物谷、国际低碳城、坂雪岗世界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等重大平台和国家级项目的创新发展
和规划研究。
深度服务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之后，
积极开展前海蛇口自贸区“十四五”总体规划及前
海金融业、专业服务业、新兴产业三个专项规划，
以及前海国土空间规划、前海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
业规划、前海深港合作策略、“一带一路”贸易组
合港、国际金融城建设、前海离岸金融、商贸物流
发展等有关的研究课题。
（二）推动深圳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围绕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国资国企改革、海洋经

加强自主研究能力，提出精准
对策建议

（一）开展自主研究并出版专著
出版《双循环：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中国开放褐皮书（2018-2019）：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供应链绩效管理实战》《中国
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报告（第十三期）：走
进南京》《2020 产业金融发展蓝皮书：中国产业
金融发展指数报告》专著。
同时还参与编写《现代供应链管理与创新丛
书》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
《中国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区块链应用蓝皮书（2020）》
及《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2019）》等。
（二）研究编制指数与发布专题报告
与英国 Z/Yen 集团联合发布了第 29 期和第
3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独立发布第 13 期中国
金融中心指数和第 5 期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另外，研究发布了“中美脱钩指数”、 “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青岛指数（2021）”、《中国平台经
济健康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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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国家高端智库经费，全面完成财务核算及日常
服务工作，建立运行内部控制合同信息化系统。同
时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等。

与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合作研究编制《世界和
中国能源转型现状与政策回顾》《碳中和背景下能
源转型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关系分析》等。与世界银
行、深圳巴士集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联合发布
全球第一份基于实例的公共交通全面电动化报告。
自主编制《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区块链发展—成本、
技术演化和应用场景的年度报告》《深圳上市公司
发展报告（2021）》以及《中国经济月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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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科辅工作。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
联络，做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有关的上传下达、课
题管理、成果编辑上报、材料汇报等工作。编辑出
版系列内部刊物与公共研究成果，组织课题申报与
评奖。除了维护原有的甲级工程咨询资质以外，还
启动城乡规划资质的申报准备工作。做好博士后创
新基地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共数据平台、线上信息
服务、新媒体传播、网络安全、在线会议、项目招
投标等工作，为院的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公共传播力度

（一）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立足服务国家大局，结合我院研究重点，先后
与相关国际智库、研究机构及高校合作举办学术会
议，发挥智库二轨外交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合作
与对话交流。
围绕中美关系，与香港美国商会联合举办“中
国入世 20 年的回顾与展望”高端对话会。与旧金
山湾区委员会、缪尔肯研究院、斯坦福国际研究所
等美国机构共同发起中美湾区专家对话会。

（二）协同机构及下属机构运营良好

围绕中欧合作，与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匈牙利、荷兰、丹麦欧洲智库联合发起“后脱欧时
代的中英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中欧投资合作”
研讨会、“中国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对话会、“碳
中和与绿色经济国际发展”论坛等。
围绕 RCEP、中国 - 东盟，与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盟智库联合举
办“RCEP：迈向区域合作新未来”智库峰会。与日本、
马来西亚等智库共同举办“新形势下的中日产业发
展”研讨会、“2021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等。
此外，还与南非行政学院及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
部联合举办“中非合作与中国经济特区经验交流”
高层对话。
围绕国内时事热点，举办以“双循环发展战
略与国家产业链安全”为主题的综研智库论坛、
第十七届沪津深三城论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研讨
会、深圳空间治理创新研讨会、深港生物科技产业
发展与合作研讨会、第二届中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
展论坛、苏州高新区创新产业生态研讨会等，举办
9 期银湖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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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传播路径，提升传播水平
逐步形成由中英文网站、微信微博、电子邮件
推送系统、各类新媒体公众号、视频号、视频直播
构成的网络宣传组合，不断加大媒体合作与创新传
播方式。2021 年，我院再次获得澎湃新闻“最佳
政务传播—大学和智库奖”。

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继续资助我院开展公
共政策研究，并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软科学奖的评
奖并举办颁奖典礼。马洪基金会持续开展政府“金
秤砣”评议活动，主办了“问势 2021”理事报告会、
中国基层政府政务公开研讨会、高质量发展与智库
建设研讨会暨纪念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第四届
中日活力化论坛等活动。入选“广东省人文社科普
及基地”，荣获“红旗党支部”光荣称号。《开放
导报》积极构建专家库和作者团队，全方位强化与
我院的学术融合与互动。

充分利用我院专家、理事会成员学者的资源，
通过撰写研究文章、参加论坛演讲、接受媒体访谈
等方式，针对中央政策和时事热点进行专业解读，
提升我院的公众影响力。
06

创新运行机制，完善内部管理

（一）管理和科研辅助务实高效
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结合新形势与新需
求，继续优化理事会制度，并进一步做好员工的招
聘入职、培训、晋升、职称评审等人事工作。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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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与咨询领域
国家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与开放问题、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港澳台重大问题，以及
社会发展中重大民生问题。

区域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思路与区域规划的政策设
计、粤港澳大湾区及港澳与内地经济合作、
区域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开放经济与特区发展
“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战略、特区
经验与境外园区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等
问题。

产业规划与创新政策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新经济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海洋
经济、能源经济、商贸物流等产业。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城市经济与社会
发展战略、城市规划与治理、城市治理与制
度创新、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以及城市更
新等问题。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企业发展战略与行业规划、企业重组及资本
运作、市场调研与投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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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等规则下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推进
制度型开放战略
课题对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基
础和条件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特
征，分析 RCEP、CAI、CPTPP 等国际经贸规则对大
湾区的影响，梳理大湾区推进制度型开放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明确大湾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策略和路
径。并从发挥港澳自由港制度体系、国际要素资源、
国际经贸网络等优势，加快推进大湾区内地城市与
港澳规则机制深度对接，建立联通港澳、接轨国际
的制度型开放体系，带动广东省加快打造新发展格
局战略支点等方面提出大湾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
点领域、重大平台及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高端智库研究课题

课题方向

负责人

“一带一路”建设与协同发展研究

冯月秋

全球产业转移研究

陈文晖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研究

曹钟雄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研究

曹钟雄

完善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研究

林信群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研究

刘

祥

促进我国南北协调发展研究

王

梅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研究

刘

宇

我国制造业发展问题研究

周军民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研究

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刘国宏

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研究

刘国宏

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郑宇劼

我国消费市场和消费政策研究

刘鲁鱼

“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研究

张玉阁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

港澳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张玉阁

研究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系统梳理了我国
碳排放现状，总结碳达峰与碳中和面临的挑战，借
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供给侧、需求
侧和固碳三个关键维度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并提出以顶层设计为统领、以统计核算体系为基础、
以监督考核机制为保障、以政策导向体系为指引、
以绿色创新技术为支撑、以推动国际气候治理合作
为己任的政策保障体系和五个重大行动。本项目研
究成果对我国有序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萌

委托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余宗良
成 员：谢来风、文雅靖、张璐、郑天骋、杨秋荣、
刘雪菲、吴伟杰、申婷

宏观经济政策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RCEP 等规则下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推进制度型开放战略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张玉阁
余宗良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王国文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刘

宇

中国大都市经济研究月报

院自立课题研究

于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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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樊纲出席 2021

凤凰网财经峰会并作
主旨演讲

委托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顾 问：樊纲、郭万达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龙隆、韦福雷、王倩、李春梅、毛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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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分析大都市经济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
通过对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下
称上合区）发展面临挑战的研究与分析，规划提出
紧紧围绕“4+1 中心”，依据“物流先导、贸易拓展、
产能合作、跨境发展、双园互动”的运作模式，通过“搭
平台、建联盟、促合作”，在国际物流、现代贸易、
双向投资、科技创新、商旅文化、海洋经济等重点
领域打造标杆示范，建设高品质国际化新兴都市区，
实现上合要素的有效聚集。同时，从探索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突破上合国家经贸合作瓶颈，提出了构
建具有上合特色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对外开放创新
体系等针对性较强的构想和举措。
委托方：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林薇、张亦瑶、赵松宇

中国大都市经济研究月报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参加中国
日报线上论坛，探讨国家

“十四五”规划与香港角色

在跟踪整理、分析全国及国内 9 个重点城市的
经济运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 9 个城市的经
济政策，全面分析全国和国内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状
况和趋势，按月度形成研究报告，提供给深圳市各
级政府和部分央企，帮助他们了解国内经济动向，
准确高效地开展决策和实施管理。月报研究结合当
前经济活动中的重大问题，侧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
持续跟踪分析 9 个重点城市的经济运行状况，每月
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包括地区经济
运行、工业运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居
民消费、房地产运行、财政收支、人均收入、最低
工资等问题。
委托方：院自立课题研究
顾 问：樊纲、郭万达
负责人：于珺
成 员：郑宇劼、张国平、郑天骋、马朝良、程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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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粤港澳规则机制对接研究——以横琴、河套等合作平台为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

张玉阁

“十四五”时期深化琼粤战略合作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陈文晖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态势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机遇研究

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周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货运大通关创新基地方案研究

深圳百纳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周顺波

港澳经济社会最新发展趋势研究

东莞市中海嘉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张玉阁

关于央企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时

协同推进深港东部发展圈策略研究

中共深圳市委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曹钟雄

加快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张玉阁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修编及相关政策论证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玉阁

探索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试验区

深圳市盐田区发展研究中心

张玉阁

适应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财税政策研究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肖

深港口岸经济带金融服务需求调查及罗湖口岸消费指数编制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刘国宏

深圳对接北部都会区策略研究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张玉阁

强化珠澳法制统合，加快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放宽市场准入，把横琴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开放高地

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横琴“一线”便利通关政策研究及创新国际合作办学机制研究

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加快推进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建设

佛山市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玉阁

惠州粤港澳特色合作平台建设方案

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阮

萌

东莞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课题研究

东莞市商务局

曲

建

江门全方位对接深圳战略研究

中共江门市委政策研究室

曹钟雄

江门对接横琴前海合作区建设行动方案

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张玉阁

深圳高端智库培育工作方案研究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郑宇劼

“十四五”时期珠海人才发展的目标路径

中共珠海市委组织部

张玉阁

林

鲲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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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规则机制对接研究
——以横琴、河套等合作平台为例
课题集中梳理规则机制深度对接需要解决的重
点问题，提出加快推进粤港澳规则机制深度对接的
五大策略路径，包括标准一体化、监管一体化、规
划一体化、待遇一体化及政策一体化。这也是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最理想”路径。在“一
国两制”框架下，围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河套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或特色
合作平台发展的实际需要，课题研究建议应以“小
切口”撬动，率先探索粤港澳规则机制深度对接的
政策和路径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经验，
推动大湾区粤港澳规则机制的深度对接。
委托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刘雪菲、杨秋荣、谢来风、郑天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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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深化琼粤战略合作的
思路与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货运大通关
创新基地方案研究

在全面、系统回顾“十三五”期间琼粤两省合
作主要成效、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紧密衔接国
家、海南、广东“十四五”规划，就“十四五”时
期深化琼粤战略合作的思路与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琼粤两省应共同承担维
护国家粮食、海洋、太空安全的特殊使命，成为稳
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支持东盟各国疫后经济复苏、
促进中国 - 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
琼粤两省要充分发挥自贸港制度创新优势、珠三角
全球制造中心优势和港澳开放体系优势，聚焦深化
制度型开放试点示范、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三大方面，推动形成“港—湾—城”
有机融合、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共同培育优势互补、
互惠共赢的合作领域和重大项目，为我国分步、有
序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
局提供重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发展全国领先，机场群
更是构建了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研究认为，建设
大通关基地这一跨境供应链的重要基础设施，不仅
能够有力推动内地与港澳规则对接，加强湾区机场
群业务协同，还将拓展我国对外开放通道，化解中
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的冲击，为我国探索对外
贸易新模式积累经验。

委托方：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陈文晖
成 员：熊兴、王婧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态势与互联网经济的
发展机遇研究
课题研究立足于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
大背景，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和相关国家政
策入手，厘清新时代大湾区的发展优势和战略重点，
并着重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产业特性、产业优势和
区位优势，结合互联网经济各垂直领域的重点产业
进行区域性布局的分析研判，为大湾区互联网产业
的布局和发展思路提供参考。
委托方：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林
成 员：余晖、阮丽熔、王钇杰

委托方：深圳百纳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港澳经济社会最新发展趋势研究
课题重点分析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内涵及其表现，
中央治理香港策略的调整及“一国两制”新实践的
特点，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及“一国两制”新实践
提出的新要求。通过梳理分析，研究明确香港中资
企业作为“一国两制”新实践的重要力量，在保持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方面担负着历史责任和重大使命，
在协助香港解决深层次矛盾、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
争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大有可为。在
此背景下，课题切实提出做优做强做大香港中资企
业的策略和建议。
委托方：东莞市中海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刘雪菲、文雅靖、谢来风、刘俊宏、王宇龙、
赵晨博、杨秋荣

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

关于央企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长期
以来，央企在香港投资兴业，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建议，央企应主动承担起对
促进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从战略高度、
全局维度、商业角度出发，加强顶层设计，系统布
局香港业务，配合香港特区政府以空间开发、投资
驱动方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全面支持香港
“七中心·一枢纽”建设；充分利用香港市场化法制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提升香港业务平台对央企
参与国际竞争、共建“一带一路”的作用；充分发
挥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能力，创新探索商业模式，
积极参与香港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创科设施等重
大项目建设。
委托方：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顾 问：曲建
负责人：时鲲
成 员：曾曼园、曹中皓、付永嘉

协同推进深港东部发展圈策略研究
在深港“双城三圈”框架下，深港东部发展圈
是集科创、产业、生态、人文为一体，最多元、最
综合的深港互动圈，将推动深港合作从面向产业需
求的 1.0 版本、面向科技需求的 2.0 版本走向面向
人的需求的 3.0 综合版本。项目提出以生态为底色，
加快“生态 + 科技”、“生态 + 康养”、“生态 +
文旅”业态创新，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实现环境
共治、生态共享、创新共振，打造“一圈一廊三群
落多平台”的合作新格局，以更强合力带动区域协
同发展，将深港东部发展圈打造成为世界一流滨海
生态康养旅游圈。
委托方：中共深圳市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张滢、朱智欣、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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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课题对河套深港合作区发展生物科技，进一步
发挥国家级战略平台载体作用，突出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功能定
位进行分析论证，研究梳理深港成果转化现状与存
在问题，提出科创产业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是河套
深港合作区建设的关键，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项目在加强深港成果转化顶层设计、做大做优深港
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研项目与产业需求对接、激
活国企民企市场资源、构建国际对标服务体系等五
大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冯月秋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志杰、刘文君、刘雪菲、
文雅靖、郑天骋

协同推进深港东部
发展圈策略研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修编
及相关政策论证
根据最新形势和动态，在深入研究与香港北部
都会区对接，以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需
要的政策、制度和项目的基础上，课题组结合最新
情况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进行修改，并
对与合作区规划有关的政策进行研究和论证，加快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稿的编制和上报工作，
推动深港科创融合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文雅靖、
郑天骋

适应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
财税政策研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
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重大平台，唯一的一河两岸、
一国两制、一区两园的深港协同创新平台，唯一的
在同一园区内拥有两大口岸、三大通道的互联互通
平台，其承担着推动深港合作、促进科技创新的重
要使命。在分析我国国家层面税制改革趋势、重点
区域层面税收优惠政策、香港税制特点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税务数据调研，课题研究以“紧密契合合
作区总体使命定位”和“实现税负水平与香港趋近”
为原则，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
费税以及重点企业资格认定方面，形成相关政策建
议，并分析各项政策建议实施的现状背景、风险要
点及应对措施，对可能形成的税负影响进行定量测
算，为后续政策出台打下基础。
委托方：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负责人：肖盛、时鲲
成 员：陈昱江、刘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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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试验区
通过阐述构建盐田“五位一体”深港深度融合
发展示范试验区的战略意义，阐明发展基础与重大
机遇，研究提出盐田“五位一体”深港深度融合发
展试验区的总体思路、需要突破的关键政策、中长
期需要持续争取和推进的政策及保障措施等，推动
试验区上升为国家级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为服务
香港以及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增加动力。

研究团队参加第三届粤港澳
合作发展论坛

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发展研究中心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杨秋荣、谢来风、郑天骋、
刘雪菲

深港口岸经济带金融服务需求调查
及罗湖口岸消费指数编制
通过对深港口岸经济带周边企业和商户、香港
居民及内地居民进行市场调研和问卷调查，充分了
解深港口岸消费市场发展情况及金融服务需求，研
究提出金融支持深港社会融合发展与口岸经济带建
设的针对性政策建议。同时，参照密歇根消费者信
心指数制定框架，结合深港口岸消费市场调查结果
及相关客观数据，研究编制动态追踪深港口岸消费
市场发展趋势的跨境消费指数，旨在打造反映粤港
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消费市场发展的“风向标”和“晴
雨表”。
委托方：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胡彩梅、张祥、肖钦、彭晓钊

深圳高端智库培育工作方案研究
深圳高端智库建设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快
建设深圳市高端智库体系，积极培育深圳市高端智
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深圳市关于
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要求，在借鉴国家高端智
库及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地区建设特色新型
智库的经验的基础上，课题研究结合深圳实际，起
草《深圳市高端智库培育工作方案》、《深圳市高
端智库管理办法》及六个配套方案，并提出加快培
育深圳高端智库的若干措施，总结深圳高端智库的
遴选认定、经费管理、考核评价以及成果奖励等办法，
探索了深圳特色的高端智库发展路径，将有效提升
新形势下深圳高端智库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服务
“双区”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郑宇劼
成 员：廖令鹏、马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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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与江门市委政研室
对接支持横琴前海合作区
建设行动方案

放宽市场准入，把横琴打造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开放高地

加快推进佛山顺德粤港澳
协同发展合作区建设

课题在分析横琴服务业发展现状和面临主要问
题的基础上，结合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CEPA）、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北京、上
海等国际国内先进案例的分析，提出横琴放宽市场
准入的模式、策略和路径，明确横琴率先对澳门放
宽市场准入的重点领域，并提出横琴完善服务业开
放的政策支撑体系及保障措施。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研究对顺德粤港澳
协同发展合作区建设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行剖析，结合对横琴、前海、河套以及东莞滨海湾、
广州穗港智造合作区、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
等平台对比分析，提出加快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
作区建设的政策措施以及保障措施，推动佛山顺德
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在服务大湾区建设的同时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文雅靖、刘俊宏、

强化珠澳法制统合，加快推进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

赵晨博

横琴“一线”便利通关政策研究
及创新国际合作办学机制研究
课题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冠疫
情大流行“暂停”部分人员跨国流动、西方国家对
跨国留学、工作和团聚移民政策进行调整收紧等多
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港澳自
由港可成为华人科学家回流的首选地，横琴与澳门
将迎来人才回流发展新机遇。同时探讨对接澳门国
际人才免签证自由往来的便利政策、加快推进创新
通关模式，创新性实施国际人才在横琴与澳门的便
利，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到横琴工作就业，为合作区
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刘雪菲、谢来风、杨秋荣、郑天骋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刘雪菲、杨秋荣、谢来风、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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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效铭

惠州粤港澳特色合作平台建设方案

课题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分析推进珠澳法制统
合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法制统合的
经验和做法，明确开展珠澳法制统合的总体思路、
主导策略与实施路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举措，
包括确立珠澳法制统合的“1+N”综合立法模式、
争取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推动澳门商事登
记制度在合作区延伸、推动建立粤澳民商事司法协
助机制、优化“共商共建共治共管”决策和执行机制、
推动“示范法”软法适用的六大具体举措，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新区建设“为澳门产业多
元发展创造条件”、“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初心使
命的重要举措，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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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佛山市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郑天骋、文雅靖、刘雪菲、

在充分学习国家、省、市关于粤港澳合作发展
平台有关规划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研惠州市
及惠阳区、仲恺高新区有关政府部门、重点片区、
重点园区及惠州市内香港协会及组织机构、港资龙
头企业等，课题总结了各类合作园区和特色合作平
台的发展经验和成功做法，从建设粤港澳特色合作
平台的发展基础、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任务、
政策诉求、保障措施以及近期重点项目等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从惠州粤港澳特色合作平台发展定位以
及目标、功能布局、产业合作领域、实施路径等方
面提出了发展策略及具体建议。
委托方：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
仲恺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刘兴贺、张娜娜、何渊源、钱柔冰、
武增

东莞开放型经济发展策略课题研究
在东莞市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向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迈进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面临国际
贸易综合竞争力有待增强、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有
待提升、“走出去”模式及服务有待升级、制度开
放型平台有待打造和服务国内大循环潜力有待挖掘
等问题和挑战。为了全力推进东莞市开放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研究提出，未来东莞市要围绕打造全球
供应链网络体系的战略使命，积极构筑国内供应链
生态圈和国际供应链生态圈，通过实施升级开放新
引擎、打造开放新节点、拓展开放新通道、优化开
放新机制四大发展策略，推进八大重点工程建设，
推动东莞开放型经济由 1.0 版向 2.0 版全面升级。
委托方：东莞市商务局
负责人：曲建、刘容欣
成 员：王振、胡振宇、时鲲、曾曼园、安然、曹中皓、
付永嘉、周余义、王颖强、林宣丞

江门全方位对接深圳战略研究
在大国博弈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
城市创新版图、产业版图、制造版图加速重构，城
市竞争格局不断被改写。在这一过程中，搭上粤港
澳大湾区的产业快车、深度融入湾区创新格局，成
为当前湾区内各大城市的一致选择。项目提出在“双
区”建设引领下，江门应高举江深合作大旗，举全
市之力，主动对接深圳、拥抱深圳、服务深圳，以
江深产业合作为主抓手，深化政策链、产业链、创
新链、空间链、服务链、人才链“六链对接”，全
方位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带动辐射，
为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提升
江门在大湾区的显示度、贡献度和链接度。
委托方：中共江门市委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王梓成、张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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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对接横琴前海合作区建设行动方案

深圳对接北部都会区策略研究

在深入研究与全面分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文件，梳理关键政策、项目
的基础上，从对接支持服务两个合作区的大局出发，
结合横琴方案的四大任务，前海方案的两个重点，
立足江门实际，课题研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发展机遇，梳理江门深度对接两个合作区的基础条
件，研判两个合作区未来发展趋势和区域协同发展
需求，找到深度对接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科技引领”、
“工业振兴”、“园区再造”、“港澳融合”、“侨
都赋能”、“人才倍增”等方向，找准对接支持服
务两个合作区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提出深度
对接的思路、目标、重点和具体对策。

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
区策略”、主动加强港深合作的背景下，课题深入
研究了深圳积极应对的政策举措。研究建议，应以
深港口岸经济带建设为重点，探究在规划、轨道交
通、跨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深港两地有效对接，
找准“小切口”，在体制机制、规则衔接取得新突破。
同时，推动深港合作实现“内涵匹配”、
“空间平衡”，
为新时期深港合作、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
的贡献。

委托方：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文雅靖、杨秋荣、郑天骋、刘雪菲

对接﹃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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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谢来风、荀动、刘雪菲、杨秋荣、
郑天骋

“十四五”时期珠海人才发展的
目标路径
课题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评估珠海已经
进入从要素驱动到人才驱动、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
段，人才资源成为新时期珠海发展的关键动力。结
合 2021 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支持珠
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
特区的意见》，明确提出珠海要“推动经济发展从
要素驱动转向人才驱动、创新驱动”。课题深入分
析珠海人才发展现状、问题，准确研判珠海未来人
才发展需求，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人才发展经
验，提出“十四五”时期珠海人才发展的目标、路
径及相关对策建议。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组织部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赵圣慧、刘鎏、文雅靖

开放经济与特区发展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报告（2021）

商务部

王

振

推动边合区跨合区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国家高端智库课题

刘容欣

创新培育加工贸易产业园区的对策研究

国家高端智库课题

曲

建

柬埔寨王国自由贸易区综合规划咨询服务研究

DPB 投资有限公司

曲

建

西藏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吉隆口岸管理委员会

曲

建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现代服务业“十四五”规划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发展和改革局

张玉阁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及中方配套区“小组团”
滚动开发模式研究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管理办公室

刘

芜湖打造长三角“中国 - 东盟”跨境铁路国际物流集散基地
项目战略研究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芜湖片区管委会

周顺波

深圳与全球湾区中心城市及全球标杆城市
公共住房制度对比研究

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

黄

加快建设“深圳都市圈” 构建多向度多层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强化深港协同机制，拓展深圳海外经贸服务网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委员会

周顺波

深圳前海建设“一带一路”贸易组合港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合作管理局

曲

深圳自由贸易港航运政策及经验借鉴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张翼举

深化前海深港合作策略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合作管理局

曾曼园

深圳前海专业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合作管理局

刘

前海深港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融通政策创新及实施路径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合作管理局

张玉阁

前海开展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探索服务贸易“湾区标准”

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张玉阁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
改革和财政局

胡振宇

深圳龙华区与东莞协同发展研究

深圳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刘泳先

翔

睿

建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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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王国自由贸易区综合规划咨询
服务研究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现代
服务业“十四五”规划

芜湖打造长三角“中国 - 东盟”跨境铁
路国际物流集散基地项目战略研究

在柬埔寨加入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本国的自由贸易园区（FTZ），可以进一步
发挥柬埔寨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大程度吸引国际资
源集聚，提升柬埔寨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获取国际
分工合作的更高价值，以支持柬埔寨实现“2050 年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受项目投资主体委托，
项目将开展自贸区“123”系统规划，包括政策建议、
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投资可行性研究、投融资分
析报告、管理运营报告等，为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发
展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依据《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
和《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结合中央、吉林省、长春市对“十四五”时期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部署、统筹安排和具体要求，编
制本规划。课题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中韩（长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破局启动，高标准规划、高效率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是示范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芜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制度创新的重
大使命，需要结合自身的区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
势，推动对外贸易的创新突破与发展。中国 - 东盟
跨境铁路国际物流集散基地的建设则是一个重要突
破口。研究建议，应依托芜湖自贸区现有铁路优势，
完善水陆空铁多式联运的物流基础设施，打造综合
保税物流园区，开辟中国 - 东盟物流和贸易大通道，
将有利于安徽（芜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华
东地区面向东盟的重要贸易枢纽。

委托方：DPB 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曲建、刘容欣
成 员：时鲲、刘祥、王振、张静越、张晓宇、

委托方：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赵圣慧、刘鎏、郑天骋、杨秋荣、

芜湖片区管委会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曾曼园等

刘雪菲、文雅靖、薛杨钦

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发展报告（2021）

西藏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及中方
配套区“小组团”滚动开发模式研究

为全面反映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的建设进展，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报告全面回顾了“十三五”
期间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成就
及 2020 年的经济运行、开发建设和开放合作概况，
结合发展形势分析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工作重
点，并系统总结部分边境经济合作区探索“小组团”
滚动开发的实践案例。

为更好贯彻西藏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总体规划
思想，引导生态约束下的建设用地布局，指导边境
经济合作区项目落地，满足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各
片区规划管理和用地出让的要求，实现土地集约节
约的合理利用，2021 年 9 月，我院继续承担《西藏
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并派遣专家组赴西藏吉隆开展调研，与地方政府在
边合区战略定位、功能布局、基础设施支撑等方面
达成共识。研究成果包括《西藏吉隆边境经济合作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专题》、
《控制性详细规划市政专题》，已经完成总体方案
初步思路稿编制。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及配套区“小
组团”包括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和中方
配套区两个地块。根据国家商务部、自然资源部和
自治区商务厅的要求，编制的实施方案包括两个规
划（产业规划、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一个报告（投
资可行性研究报告）、两个计划（投融资计划、招
商与运营计划）。研究建议，“小组团”应重点发
展商贸服务、保税制造、跨境金融三大主导产业，
构建“一轴、一廊、两心、四区”的总体布局，总
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平衡，稳步推进开发建
设工作。

委托方：商务部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陈严、王颖强、张静越、曾曼园、于翔、
陈颖仪、刘建党、曹中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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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吉隆口岸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曲建、刘容欣
成 员：张静越、张晓宇、陈严、王颖强、钱成

委托方：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陈颖仪、郭毅、陈昱江、钱成、陈严

委托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打造长三角“中国 东盟”跨境铁路国
际物流集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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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与全球湾区中心城市及全球标杆
城市公共住房制度对比研究

加快建设“深圳都市圈”构建多向度
多层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深圳前海建设“一带一路”贸易
组合港研究

课题从粤港澳大湾区中长期发展视角，分析深
圳公共住房政策在湾区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和可能
面临的问题，为深圳市公共住房政策优化提出可供
参考的政策建议。通过梳理了德国柏林、英国伦敦、
美国旧金山、日本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公共住
房政策及演变历程，对比全球湾区中心城市和全球
中心城市公共住房政策与人口、经济的关系，总结
出可供深圳市公共住房政策参考的主要内容。未来
将重点围绕部门访谈和湾区其他城市推进调研，以
验证核心问题预测和结论，并提出未来深圳市公共
住房制度的优化建议。

在“双区”建设纵深推进、广东省加快构建“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深圳市大力推动“深
圳都市圈”建设、香港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打造
港深“双城三圈”构想等战略背景下，研究建议深
圳在区域协调融合发展中应更加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紧密对接香港“做强深港这一极”，
加快推进深莞惠同城化，深化与粤东汕头、汕尾、
河源等城市的紧密协作，强化与珠海、中山珠江西
岸城市的联动发展，构建多向度、多层次的区域合
作新格局，更好发挥深圳核心引擎功能。同时，对
深圳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围绕深港、深莞惠、深圳与
粤东、深圳与珠江西岸等多维度、多层次角度，深
入论证区域合作的方向与重点。

前海“一带一路”贸易组合枢纽港将立足贸易、
强化组合、做强枢纽、辐射“一带一路”，构建以
前海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港口链，打造
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重要链接点。研究认为，应以
前海枢纽港、深港组合港、湾区港口群和国际港口
链“四港建设”为战略抓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港
口组合、深港两地海港空港组合、“一带一路”港
口组合等多种组合，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
位，支持深圳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
按照“抓主体、做规模、搭平台、建网络”的实施路径，
前海将加强境内外多方协同，立足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离岸贸易，做强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枢纽、
国际结算枢纽和国际信息枢纽。

委托方：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黄睿、肖盛
成 员：陈昱江、林宣丞、曹中浩、张晓宇

委托方：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 ：文雅靖、谢来风、杨秋荣、郑天骋、刘雪菲

强化深港协同机制，拓展深圳海外
经贸服务网络
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新冠疫情为深港两地企业
“走出去”蒙上阴霾。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
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的发展格局，搭建完善的
海外服务网络，是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外循环”的
重要一环。在深度挖掘深港两地海外经贸服务的现
状、挑战及机遇，以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与资本“引
进来”为聚焦点，研究提出通过机制、区域、服务、
资源、信息、人才等六大领域的协同，推动建立新
发展格局中深港深度协作的海外经贸服务合作机制，
力争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示范之举。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负责人：曲建
成 员：尹小蒙、时鲲、于翔、林宣丞

深圳自由贸易港航运政策及
经验借鉴研究
课题立足于深圳市港航业发展实际，系统梳理
国内外自由贸易区（港）对港航业发展支持政策与
相关措施，在总结分析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深圳
应瞄准国际一流自贸港标杆，进一步简化货物通关
流程，推进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发展，强化粤港澳大
湾区组合港体系，打造深港国际贸易组合港，为推
动深圳自贸政策创新和“双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林薇、唐月娥、陈利鑫

深化前海深港合作策略研究
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深港合作为主题的合作区，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进深港多领域、深层次合
作，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拓展空间，为新一轮改
革开放积累经验，是前海的重要使命。课题在总结
过去十年前海推进深港合作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对
合作的障碍与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在新形势下，
前海应秉持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初衷，积极响
应港府、港企、港人三类主体的多元发展诉求，全
面开展规则制度、经济产业、社会民生、科技创新、
城市开发五大领域合作，推动深港合作的动力和模
式升级，形成香港“优势 + 需求”双轮驱动、“引
进来 + 走过去”并举发展的新格局，奋力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加快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
体化愿景目标。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曾曼园
成 员：时鲲、文雅靖、曹中皓、刘雪菲、林宣丞

委托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市委员会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黄振中、吴浩、任彧萱、王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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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前海开展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探索
服务贸易“湾区标准”

前海深港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融通政策
创新及实施路径

课题组对前海管理局有关部门，以及在前海注
册运营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对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的基础、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
梳理，结合《对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CEPA）、《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等的比较分析，提出前海开展现代服务业
标准化试点的基本原则、主导策略和重点领域政策
以及推进前海开展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的工作建
议，助力前海探索建立服务贸易“湾区标准”。

课题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下简称“前海方案”）的指导思想、
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为重要指引，结合“前海方案”
中“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新标准、
新要求，对前海有关企业和机构进行调研，了解前
海企业对要素跨境融通的迫切需求，聚焦跨境要素
流动、体制标准对接和营商环境优化三个层面，剖
析前海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融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
提出前海应把握“扩区扩容”的重大历史机遇，推
进深港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融通，深化深港跨境产学
研合作，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的使命担当，率先在深
港科技创新规则机制对接衔接、要素跨境融通等方
面实现政策创新与突破。

委托方：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郑天骋、文雅靖、

深圳前海专业服务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专 业 服 务 业 是 前 海 重 点 发 展 的 产 业 之 一。
“十四五”期间，前海专业服务业将抢抓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
点的重大历史机遇。规划围绕城市新中心发展定位，
突出深港合作，立足国际视野，强调政策引领，着
力构建“1 大特色、3 大优势、4 大新兴、N 个配套”
的产业体系，实施“政策创新、空间集聚、活力营造、
平台搭建”四大工程，打造“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最短、
港人港企集聚程度最高、法律会计特色品牌最响、
国际机构组织活动最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业
服务业集聚区。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陈颖仪、张晓宇、黄睿、张哲韬、曹中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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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菁晶、许效铭、薛杨钦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通过分析目前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融合
发展基础，并结合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课题研究
全面评估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梳理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综合考虑深汕合作
区总规、片区控规，结合产业布局、发展空间等因素，
用足用好中央、省、市的系列政策，提出加强深汕
特别合作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建议，
助力深汕特别合作区被纳入下一批次“广东省城乡
融合发展省级试点地区”。
委托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安然、周菁、罗晓玉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刘雪菲、文雅靖、谢来风、郭菁晶、许效铭、
杨秋荣、郑天骋

深圳龙华区与东莞协同发展研究
作为深圳龙华区级重大课题，研究重点围绕龙
华与东莞两地协同发展的现状与基础开展了大量调
研分析，找出两地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并提出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相关建议，为提升龙
华对临深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深莞合作样板
提供战略支撑。

开展龙华与东莞协同发展研究专家咨询会

委托方：深圳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负责人：刘泳先
成 员：周军民、李翰文、郭萌萌、汤明望、
潘毅斌、王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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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规划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新疆塔城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项目产业及政策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

振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王

振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

四川天府新区发展和经济运行局

阮 萌

海南万宁乌场渔港经济区产业规划与商业模式策划

中国电建集团华中电力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胡振宇

杭州萧山区主题产业园发展规划

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曾 真

武汉东湖科学城创新发展规划研究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
新经济发展局

曹钟雄

武汉工程勘察设计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周

南宁五象新区加工贸易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南宁市五象新区管委会发展改革和投资
促进局

周军民

中新广州知识城制造业发展专项规划（2021-2035）

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彭

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2030）

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胡振宇

儋州工业园“十四五”发展规划

儋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尹小蒙

深圳前海妈湾片区战略定位与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时

鲲

深圳《前海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专题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时

鲲

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东宝工业区产业发展专题研究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张静超

深圳龙岗区产业空间布局规划（2020-2025）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深圳沙湾河截排工程调整地块产业规划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广州天河区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广州市天河区委改革办

周顺波

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

郑

鑫

佛山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方案编制

广东顺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曾

真

惠州大亚湾中心北区东片区产业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尹小蒙

惠州大亚湾新兴产业园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贸局

于

珺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科技园产业发展规划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科技园管委会

于

珺

泉州安溪县“大三环”产业发展规划

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

刘

宇

湖州织里镇织东平台产业规划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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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新疆塔城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项目
产业及政策研究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十四五”
产业发展规划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是国务院于 2020
年 12 月批复设立的重点开发开放平台，是我国对中
亚合作、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总面积 15951.43 平
方公里。作为《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总体规划（2021-2030 年）》的专题研究报告，研
究聚焦在产业规划、通关便利化、政策建议三个领域，
以重大项目任务、重大制度创新、重大政策举措三
个清单为抓手，明确了试验区的任务举措和项目布
局，为支持试验区全面完成各项试验任务提供了重
要支撑。

课题研究认为，面向“十四五”，天府新区应
立足阶段特征，承担更多核心功能，突出“建圈强链”，
以创新和产业的相互促进为带动，聚焦前沿基础科
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谋划未来产业新赛
道，前瞻布局科技驱动型新经济；聚焦城市服务和
区域经济发展，提升辐射能级，统筹布局总部经济、
商务会展、现代金融、科技研发、数字文创等五大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细分领域显示度，重点关注高
技术服务业、法律服务业、网络视听等三大特色产
业领域。通过三大特色产业推动五大主导产业发展，
从而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同时以新经济为战略抓手
构筑未来可持续发展动力，形成整体推进、开放创新、
互促赋能、有机迭代的现代产业体系。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振
成 员：陈颖仪、郭毅、张哲韬、林宣丞

坚

满洲里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立足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通道优势
和政策优势，瞄准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向多中心、
分散化、区域化调整的发展机遇，研究提出，构建
面向俄语区的区域性供应链体系的战略计划，发展
“2+2”开放型产业体系，即巩固发展物流分拨和加
工制造 2 个优势产业，创新培育跨境电商和保税展
示 2 个新兴业态，将满洲里综保区打造成为中蒙俄
经济走廊的枢纽节点、国家向北开放重要建设平台
和内蒙古自治区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从产品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个链条明确了满洲里
综合保税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此外，课题组
为满洲里综合保税区提供全面的招商引资过程服务，
协助对接阿里、顺丰、京东等行业龙头企业，以提
高规划咨询落地的实操性。
委托方：满洲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刘俊美
成 员：林宣丞、张哲韬、张晓宇

委托方：四川天府新区发展和经济运行局
顾 问：武良成
负责人：阮萌
成 员：何渊源、汪云兴、黄浩然、刘丹、李龙、
任俊龙、宋瑶、罗雨、刘兴贺

武汉工程勘察设计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武汉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
城市，是国内继深圳、上海、北京之后的第四个“设
计之都”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武汉是以工
程设计为特色被誉为“设计之都”。因此，工程勘
察设计产业在武汉市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
位。规划突出两大特色：一是站在全球与全国高度，
对武汉市工程勘察设计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比较，
对“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进行系统规划；二是引导
武汉工程勘察设计产业的发展与武汉市持续打造“设
计之都”两者相互促进。
委托方：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周林
成 员：明亮、刘斐、宋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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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乌场渔港经济区产业规划与
商业模式策划
乌场一级渔港位于海南省东南部，是海南岛距
离西沙群岛最近点，是“一带一路”和南海谋略的
东大门，具备战略区位优势及优越的自然条件，既
满足大型渔船和渔业综合补给船的靠泊，也能为南
海作业渔船的避风、补给以及南海维权带来坚实保
障。为推动万宁打造热带农业、体育旅游、海洋经
济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渔港振兴工作，
课题研究提出乌场打造集渔业交易、海洋牧场、冷
链仓储、水产加工、综合补给、金融服务和休闲旅
游于一体，以渔业生产、休闲渔业、滨海旅游为特
色的发展思路，以及构建一二三产业联动融合发展
的现代化高品质渔港经济区为发展目标，并提出具
体实施路径。
委托方：中国电建集团华中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杨阳、周菁、罗晓玉

杭州萧山区主题产业园发展规划

南宁五象新区加工贸易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萧山区是杭州市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产业门
类庞杂，产业空间分布零散。课题紧扣当前杭州市
萧山区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整合梳理上位产业规
划、平台规划、专题研究的成果，针对萧山区小微
企业园、镇街工业园、高能级工信经济平台等多个
类别的产业园区，系统规划集群化战略、主题产业
园产业体系、产业空间布局，提出不同类别的产业
园区整合发展措施、产业发展指引、产业转型升级
方向等可操作可实施的政策建议。

2021 年 9 月，商务部认定南宁市国家加工贸易
产业园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在对南宁经开区、
江南区、南宁综保区开展加工贸易产业企业调研，
课题组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经验和新发展
形势，同时借鉴广东、西安等地加工贸易产业及园
区经验，开展五象新区加工贸易产业园发展路径研
究，重点输出了深圳加工贸易产业发展路径和转型
升级经验，全面谋划 11.64 平方公里园区加工贸易
和新兴产业发展定位和战略布局，为未来 5-10 年园
区的发展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委托方：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壘、徐钊、王学标

武汉东湖科学城创新发展规划研究
客观认识我国科技创新“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
准确识别国内科创版图重构的战略机会，应从实现
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湖北建设科技强省的大
局统筹考虑。本项目旨在以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集群为核心，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健全科技创
新治理体系为突破口，以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和增强
原始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围绕“四个三”的总体
思路，构建科学城建设发展“三大委员会”，形成
科学家赛马、平台赛马、项目赛马“三个赛马”生
态，强化沿途转化、在地转化、协同转化“三大转
化”机制，实现人才发展“三种转变”，以全球视野、
国际标准把东湖科学城打造成为中国的“科技三峡”
和世界的“科创灯塔”。
委托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
新经济发展局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莹然、王梓成、罗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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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赴仲恺港澳
孵化基地调研

委托方：南宁市五象新区管委会发展

改革和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王俊雅、潘毅斌、汤明望、王宇冰

中新广州知识城制造业发展专项规划
（2021-2035）
中新广州知识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湾顶，具有
战略性区位优势，是中新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和广
州市“一号工程”。课题组在全面开展区域调研和
对标国内发达地区制造业先进做法的基础上，结合
国家战略，将双碳、健康中国、数字赋能制造业发
展等战略纳入行动举措，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探
索 共 同 富 裕 新 路 径， 为 知 识 城 提 出 2021-2035 年
的 制 造 业 发 展 目 标 和 行 动 方 案， 明 确 知 识 城 打 造
“3+N+1”现代智造链群的制造业发展方向，强化“一
核两轴四组团”布局，推动十大制造业加速发展。
同时，综合考虑区域发展需要及特点，充分发挥知
识城在中新合作、知识经济、数字枢纽建设方面的
巨大优势，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将知识城建设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型现代产业标杆区。
委托方：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张力钧、单梦霖、吕孟竹、段梦茜

深圳《前海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
专题研究
为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展要求，充分衔接《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产业方向，以
支撑《前海国土空间规划》为工作导向，研究重点
聚焦在产业基础与现状、产业趋势与案例、产业定
位与目标、产业集群与业态，以及产业统筹与实施
五大模块。研究成果上，创新性运用产业大数据技
术手段摸底前海扩区后产业基础现状，提出与香港
产业体系高度联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高度衔
接、与双区战兴产业高度融合、与深圳科技创新高
度协同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高地的产业定位，
明确了前海扩区后发展 “7+1+N”现代产业体系，
衔接深圳“20+8”产业体系承接发展“5+4+N”产
业集群。在产业空间上，全域划定 16 个产业组团，
明确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遴选 12 个产业先导区并
提出具体发展思路。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刘俊美
成 员：于翔、张哲韬、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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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
规划（2021-2030）

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东宝工业区产业
发展专题研究

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是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一区多园”发展要求，
课题重点研究制定主园区与各专业园区经济、科技、
产业联动发展模式下合作共建、产业共育和利益共
享的发展路径，将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成为
林州市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主阵地，为河南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提供示范案例。

本项目在对园区的发展基础与机遇、宝安区产
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
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园区应抢抓云计算、大数
据、互联网 +、5G 通信产业等产业区域性布局机遇，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发展方向，着力超高清视
频和物联网两大产业链系统技术的纵深及融合发展，
推动整体产业代际升级。

委托方：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陈美婷、蔡冰洁、冯猜猜、申宇涵

深圳前海妈湾片区战略定位与
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基于历史观、全局观、区位观和未来观，规划
研究明确了妈湾片区具有前海战略留白地、深港产
业合作承载区、创新要素极化区和理想城市引领地
四大战略价值，并从深港合作使命、上位规划指引、
区位交通要素、项目设施依托和产业项目需求五大
维度进行分析，明确妈湾片区承担新兴产业总部功
能、交流交往交融功能、国际商贸消费功能和未来
城市示范功能四大主导功能，聚焦发展新型商贸物
流、数字经济、海洋产业和文体旅游四大主导产业。
策划论证了前海太古里、国际免税文旅城、全球商
品贸易港、新型商贸物流小镇、数字科技联合总部
大厦等十大旗舰型产业项目，并与空间专题衔接明
确了空间落位，助力妈湾片区在前海扩区背景下释
放产业集聚引领价值。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
负责人：时鲲、刘俊美
成 员：于翔、张哲韬、肖盛、钱成、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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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工业园“十四五”发展规划
儋州工业园地处海南儋州西北部，是海南西翼
主要的实体经济集聚地，是环新英湾地区“港产城”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功能区，也是儋州产业集聚和营
商环境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儋州工业园步入
全面建设发展的关键期。规划提出应立足自贸港、
依托深儋合作、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聚焦保税增
值加工、跨境商贸流通、国际信息服务三大功能，
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高标准现代园区，
营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融入“儋洋一体化”
发展格局，建设海南自贸港高质量产业园。预计至
2025 年，儋州工业园将形成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
产业集群、进出口保税加工制造产业集群，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初步集聚，以推动园区规模效益实现
跨越式发展。
委托方：儋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尹小蒙
成 员：时鲲、于翔、陈严

委托方：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负责人：张静超

深圳龙岗区产业空间布局规划
（2020-2025）

深圳沙湾河截排工程调整地块产业规划
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关于沙湾河截排工程项目
的要求，通过实地调研，对龙岗区沙湾河截排工程
周边的产业现状进行了梳理。结合上位规划与产业
现状，科学选择沙湾河片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完成
产业规划专题研究，作为可研报告的组成部分上报
市发改委审批。研究指出，沙湾河截排工程将释放
部分二级水源保护区，将其调整为准水源保护区用
地，推动沙湾河片区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减少保
护区内产业发展的环保政策限制，在保障深圳重要
饮用水资源质量的前提下，提升土地利用率，促进
沙湾河片区经济、产业发展。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王钊、山敬宇、赵炳仪

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
廊等重大战略机遇，落实深圳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
的战略定位，重点围绕龙岗持续打造“六个高地”，
高水平建设东部中心的总目标，大力实施“双核引领、
多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开展研究。该规划是新时代
龙岗区产业深度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创新驱
动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龙岗实现优化产
业空间布局、培育优质产业公地、增强产业根植性、
提升产业创新后劲目标的指导文件和行动纲领。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创新驱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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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客观评估天河区产业发展现状、把握产
业发展方向，以及细化行动方案，课题组深入开展
行业调研，全面梳理评估天河区优势主导产业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研究认为，天河区应对标
世界一流城市核心城区，以推动“双区”建设为契机，
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机遇，以“金
融 + 科技 + 时尚”为方向，以“中央商务区 + 高新区”
为载体，加强自主创新，优化空间布局，发挥集群
效应，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以总部经济为引领，
以金融业、数字经济、时尚产业、生物医药、都市工业、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为六大支撑的“1+6”现代产业体
系，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持续引领产业高端发
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委托方：广州市天河区委改革办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焦韩涛、吴泽慧、宗泽华

研究团队赴广州市
天河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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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建设
“十四五”实施方案
课题立足于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和科技城定
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三龙湾总体
规划及国家、广东省、佛山市十四五规划的发展要求、
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从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统筹发展、提升中德合作
水平和建设高品质岭南水乡城市等方面着手，为三
龙湾打造成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发
展平台和珠江西岸创新极核提供支撑。同时，针对
难点问题，提供三龙湾指标体系研究、中德合作研
究和保障机制研究，为识别现状问题、科学制定实
施方案提供依据。
委托方：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
负责人：郑鑫
成 员：闫化赟、宋朝明、李春梅

惠州大亚湾中心北区东片区产业研究
大亚湾中心北区东片区毗邻荃湾港区和大亚湾
石化园区，宜向西提供部分城市服务，向东承接石
化产业拓展，向南探索港口升级新业态，向北融入
物流走廊，助力石化园区绿色智能转型，引领荃湾
港口物流创新发展，融入服务惠州现代产业体系。
研究建议应突出“电商物流”主导功能，强化“石
化延链”和“物流升级”辅助功能，重点发展电子
商务物流、绿色石化及智能装备、国际贸易及保税
展销三个产业，加快建设京东大亚湾智能电商运营
中心项目，谋划引进粤港澳大湾区（惠州）国际生
鲜港项目、粤东进口品牌展销体验中心等项目，打
造大湾区东部电商物流集聚区、大亚湾绿色石化及
智能装备引领区、惠州港口物流转型升级先试区。

助力 经济可持续发展

广州天河区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尹小蒙
成 员：时鲲、于翔、张晓宇

佛山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方案编制
佛山综合保税区是广东省第十二个综保区，也
是佛山市目前唯一拟建的综保区。课题研究以积极
融入大湾区、构建佛山开放性经济新格局为总揽，
以服务和促进佛山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宗旨，坚持
把握政策导向，挖掘综保区发展潜力，策划综保区
功能定位，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设计综
保区开发模式和运营管理架构，系统评估园区开发
建设的投入产出和社会经济效益，客观分析园区开
发建设的困难和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与策略举措。
委托方：广东顺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壘、徐钊、王学标

惠州大亚湾新兴产业园产业发展
规划（2019-2025）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科技园产业
发展规划

本项目准确判断了惠州大亚湾新兴产业园的战
略机遇，基于世界贸易冲突、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
重新布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新冠疫情等经济
运行大环境，提出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应以智慧、集约、
创新、开放的原则升级转型，高质量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导
入“智能化、数字化、总部化”新兴产业等。项目
得到大亚湾开发区和惠州市委市政府认可，已被纳
入惠州市十四五规划和大亚湾十四五规划之中。

本项目重点围绕东江科技园打造千亿级高质量
发展产业园区进行谋划，深入分析东江科技园产业
基础和发展机遇，确立园区产业发展目标、原则、
战略和重点发展产业，向南与空港经济合作联动，
加快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
升园区新能源产业的能级；集聚港澳台资本、创新、
人才、市场、信息等资源，谋划建设港澳台科技园，
远期把东江科技园建设成惠州东部的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极。

委托方：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贸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于珺
成 员：张静超、贺钒、林凯源

委托方：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科技园管委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于珺
成 员：张国平、杨云、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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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综合立体大交通（大三环）在建项目完
工后将会优化城市格局、改善交通路网，为产业发
展提供充足的空间和交通支撑。规划结合“大三环”
交通新优势以及其盘活的产业新空间，围绕安溪县
自身条件、产业体系、上下联动、园区布局、完善
配套等方面开展研究，重点提出近期、中期、远期
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建议。
委托方：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韦福雷、李春梅

科学规划 转型升级

泉州安溪县“大三环”产业发展规划

湖州市织里镇织东平台产业规划
织里镇地处浙江省北部，被誉为“中国童装镇
名镇”，也是浙江经济强镇。湖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发布织里镇东部平台规划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
是织里东拓区的重大平台，承载着产业转型升级和
镇区功能提升的使命。项目通过对产业布局的研究，
编制形成产业布局与空间规划高度融合的产业规划。
此规划已被纳入湖州市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研究团队赴泉州市

金融产业与发展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功能，加快市场化母基金行业发展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刘国宏

南京金融中心发展研究

南京市建邺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发展白皮书（2021）

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2021 年成都西部金融中心竞争力提升研究

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宏

眉山“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

眉山市金融工作局

刘国宏

2021 中国“双创”金融指数研究

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前海探索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

刘国宏

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路径研究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余凌曲

深圳前海金融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王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展政策建议

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建设实施方案研究

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王

振

振

安溪县调研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汤明望、王俊雅、潘毅斌、胡剑伟、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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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国“双创”金融指数研究

南京金融中心发展研究

2021 中国“双创”金融指数研究显示，2021
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成都“双创”
金融综合优势明显。其中，成都紧抓资本和人才这
两大创新创业核心要素，成为了继北、上、深、广
之后“双创”金融发展和支持水平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其成功经验在国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
“2021·中国‘双创’金融指数”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正式发布，2021 年度“双创”金融发展综合
十强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
成都、苏州、武汉、重庆和南京。

南京是国内最早引入新式金融的重要城市，在
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显示，
在“第 13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金融中心综合竞争
力排名中居全国第八。其中，金融产业绩效、金融
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生态环境四大分项
排名前十。南京已成为苏皖赣三省中金融业务量最
大、机构数量最多、业务种类最全、服务功能最强
的城市，区域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逐渐显现。

委托方：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祥、张佩、彭晓钊、陈材杰、梁姣姣

眉山“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

委托方：南京市建邺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祥、胡彩梅、彭晓钊、陈材杰、梁姣姣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功能，加快市场化
母基金行业发展

规划深入分析眉山金融业“十三五”时期的发
展基础，并对“十四五”时期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
做出研判，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等战略部署，规划提出打造特色
鲜明、功能突出的产业链金融创新示范区、与国家
西部金融中心协同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此基础上，
针对性地提出了创新产业链金融发展、大力发展特
色金融、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加强资本市场利用、
深化金融开放合作、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等六大发展
举措。规划对推动眉山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课题对深圳充分发挥政府对基金“引导但不主
导”功能，释放市场化母基金更大的杠杆作用，最
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本、引导创投资源，为创新创业
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进行了深入调研、
研究和分析。在把握风投创投发展到一定阶段母基
金异军突起大势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母基金发挥
战略引导、资金配置的经验做法，前瞻性研究政府
引导基金更加市场化运作模式、市场化母基金集聚
发展路径等，解决风投创投行业募资难、退出难、
资金期限短等问题，为制定导入保险资金、企业年
金以及海外财富管理资金等长线资金提供决策和政
策参考，支持深圳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之都和全球财
富管理中心。

委托方：眉山市金融工作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建森、张佩、肖钦、陈珂

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顾 问：张韶辉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李恩汉、马朝良、陆晓丽、胡天池、陈哲诗

2021 年成都西部金融中心竞争力
提升研究
研究从成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成都资本市场、
成都金融科技三方面对成都提升西部金融中心竞争
力提出政策建议。首先，从生态环境、经营管理、
业务发展等多维度剖析成都法人金融机构发展存在
的核心问题，深入分析总结标杆地区和标杆机构先
进经验，提出做强做大成都法人金融机构的对策建
议及针对重点法人金融机构的“一企一策”工程。
其次，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理论分析、成都上市公司
发展现状分析、上市公司培育状况分析、多层次资
本市场服务能力分析对成都资本市场发展进行了全
面回顾，对成都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水平提出
了相关政策建议。最后，从国内外金融科技发展的
现状及最新趋势出发，分析了成都金融科技发展面
临的机遇与条件，提出要以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为契机，进一步优化金融科技发展环境，打造国际
一流金融科技中心。
委托方：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胡彩梅、余凌曲、张建森、余鹏、余洋、张佩、
彭晓钊、陈材杰、梁姣姣

深圳前海探索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研究
前海建设离岸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严格规范的账
户管理体系、灵活优惠的税制、特殊的金融监管体
系及大量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等必备条件。
国际上多数离岸金融中心使用美元结算，并不符合
我国国情，因此前海建设离岸金融中心需要在制度
设计上进行创新和突破。在调研金融机构开展离岸
金融业务的意愿及市场主体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
结合上海、海南、横琴等地离岸金融经验，研究提
出相关举措及政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凌曲、胡彩梅、陈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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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21·中国“双创”
金融指数

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路径研究
财富管理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广
大居民增加财富收入的重要渠道。深圳作为国内重
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拥有庞大的高净值客户群体和
高额的居民可投资资产，财富管理规模超 20 万亿元，
已成为中国财富的集聚地之一。深圳“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将重点打造国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
通过深入分析深圳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现状和不足，
对比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情况，研
究认为，应当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等业务机
遇，构建更加完善的财富管理业务链条和生态圈，
并提出巩固提升深圳财富管理行业先发优势的具体
路径，为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提供实施依据。
委托方：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余凌曲
成 员：邱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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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金融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
发展政策建议

经过“创业十年”的发展，前海在“十四五”
时期正步入“黄金十年”的上半场，迎来重大战略
历史机遇期。作为前海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深圳
金融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业是前海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
外开放门户枢纽的重要抓手。按照使命、战略和问
题导向相结合的编制思路，规划和纲要提出“十四五”
时期前海金融业发展的 10 大工程、60 个重点项目
和一批重点导入机构，为前海提升国家金融业对外
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
能明确了任务举措和实施路径。

课题研究以发展持牌金融、特色金融创新和深
化深港合作为核心，从加快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建
设等方面出发，依据深圳市有关金融业扶持措施，
提出具体政策实施建议，进一步明确了适用对象，
提高了奖励标准和扩大奖励范围，将对促进前海金
融业创新、推动深港合作和金融集聚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北、上、深、杭四市 50 个区
数字金融企业发展情况，找出前海发展数字金融可
借鉴的经验及启示，并提出推进前海建设数字金融
创新示范区的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张哲韬、陈昱江、陈严

发布南京市金融中心
发展评价报告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凌曲、彭晓钊、梁姣姣

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建设实施方案研究
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建设，是落实《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关于“提
升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币
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前
海“两城六区一园一场六镇双港”项目建设取得的
重要进展，将为前海进一步提升深港合作能级提供
新平台。在深入研究伦敦金融城、迪拜国际金融中
心、陆家嘴金融城、北京金融街产业体系、城市功能、
治理模式、运营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城空
间供应量和吸纳量分析，明确了前海深港国际金融
城建设发展的“施工图”。

海洋产业与发展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 青岛指数

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胡振宇

湾企入桂（承接向海产业）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胡振宇

青岛环海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

青岛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王国文

舟山普陀城西片区产业与经济可行性专题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振宇

深圳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
创新研究院

胡振宇

2021 年度深圳海洋事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胡振宇

深圳前海海洋经济研究及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

胡振宇

深圳大鹏新区与香港发展东部海洋生态健康旅游圈策略

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李相锋

深圳大鹏新区海洋科技产业园（一期）产业定位及规划

深圳海力德油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胡振宇

深圳大鹏六片沙滩海域运营管理模式研究

深圳市大鹏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胡振宇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陈昱江、张哲韬、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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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青岛指数

湾企入桂（承接向海产业）研究

舟山普陀城片区产业与经济可行性研究

2021 年度深圳海洋事业发展研究

项目从经贸活力、科技创新、海事服务、国际
影响及城市治理等维度，建立了科学的“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 - 青岛指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全面、
综合、系统的评估青岛市海洋发展总体情况。从时
间维度上，有助于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青岛海洋发
展态势，加快推动海洋领域可持续发展；从空间维
度上，有助于青岛在全球视野下发现自身优劣势，
合理配置国际海洋资源，实现海洋领域的开放创新
式发展。

向海而兴、海洋强区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战
略使命，是基于西部沿海地区发展阶段、新的国际
环境和开放格局，以及国家安全和竞争力做出的重
大战略选择。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是向海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提出广西应当加大力度做
好承接向海产业转移工作的基础研究，立足海洋资
源优势，突出向海经济平台作用，引进更多的优质
项目、龙头企业，推进与大湾区产业补链式对接，
健全向海经济现代产业体系，加快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海洋强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舟山市普陀城西片区是本岛连接临城和东港，
辐射展茅、小干的重要产业节点，是滨海科创大走
廊的重要支撑。在顺应国际国内双循环和大都市圈
一体化趋势背景下，课题研究提出片区依托渔业水
产、港口航运及海域海岛生态资源优势，紧密对接
周边核心城市商贸物流、海洋科技、高端服务等产
业的发展策略。同时，围绕海洋新兴产业链高端环
节和现代海洋服务业重点领域，提出应构建以海洋
科技研发为主题、现代都市服务功能为主线、渔业
海岛总部经济为支撑的蓝色生态圈、海洋产业群发
展路径，旨在促进片区成为海洋强省和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空间载体。

课题对深圳参与全球海洋事业发展情况、年度
海洋发展与海洋规划互动、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与修
复成效、年度海洋科技与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与分析，并从科技、产业、航运、海洋文明、海洋
合作治理等多方面，对深圳市海洋事业发展进行调
研及资料梳理，研究编制 2021 年度深圳市海洋事业
发展报告。

委托方：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张洪云、冯猜猜、周菁、罗晓玉

委托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周菁、冯猜猜、罗晓玉、安然

青岛环海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

研究团队赴舟山
中远海运重工
有限公司调研

随着流亭机场搬迁到胶东机场，创新性利用好
流亭机场的资产和空间，建设未来城市空间，引入
未来产业，引领未来消费，形成青岛新的城市名片
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平台，为青岛构建开放、现代、
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
角色的重要使命。通过对比国内外 19 个机场搬迁以
及 17 个湾区发展案例，结合上位规划和现状基础，
规划建议保留并有效利用跑道、候机楼及塔台等机
场“元素”，挖掘这一独特的地理标识和空间符号
的价值，充分凸显公共空间属性，形成未来城市空
间，打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时尚消费、
文化体育、服务贸易、研发孵化、智慧物流”的产
业体系，带动 34 平方公里环海经济开发区的城市更
新和产业升级，打造“青岛活力新中心”。
委托方：青岛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顾 问：胡政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杨龙龙、张亦瑶

40

2021 Annual Report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杨阳、周菁、罗晓玉

深圳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基于产业运行视角，以推动深圳市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开展深圳市海洋新兴产
业调研，建立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企业（含招商）
清单、项目清单、代表技术（含卡脖子技术）清单、
平台载体清单和典型产品目录，形成深圳市海洋产
业发展工作台账。同时，课题以深圳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建设为重点研究对象，跟踪评估主要指标、
主要任务、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完成情况，构建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体系，推动深圳打造全球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高地。
委托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丁骋伟、张洪云、周余义、杨阳、
蔡冰洁、李岱峰

委托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安然、周余义、冯猜猜、
周菁、罗晓玉

深圳前海海洋经济研究及产业发展研究
结合前海扩区背景，研究对《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进行深度剖析，
提出打造高端航运要素集聚区、蓝色金融改革试验
区、海洋创新驱动引领区和开放合作引领区等定位。
课题组与深圳市特区建发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
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促进会组成联合体，发
挥各自优势，协助前海管理局开展海洋经济日常研
究工作和编制前海合作区海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开展前海海洋经济招商、参加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等工作，助推前海合作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杨阳、冯猜猜、周菁、罗晓玉、
申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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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鹏新区与香港发展东部海洋生态
健康旅游圈策略
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三圈”中的大鹏湾 / 印
洲塘生态康乐旅游圈，拥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
为加强深港融合发展，支持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
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载区，大鹏提出与香
港合作发展东部海洋生态健康旅游圈。基于此，我
院开展《大鹏新区与香港合作发展东部海洋生态健
康旅游圈的策略研究》。
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深圳大鹏六片沙滩海域
运营管理模式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和大鹏打造世界级滨海黄金旅游带新阶段。《深圳
市沙滩资源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出台，对沙滩保护
与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在尊重沙滩海域公共
产品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按照“一滩一策”思路，
对沙鱼涌、金沙湾、大澳湾、西涌、东涌、金水湾
六大重点片区沙滩海域展开科学价值评估，制定具
体运营管理方案，旨在推动沙滩海域实现更高水平
保护、管理和运营，先行探索我国海域使用权二级
市场流转权，为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提供新方向。
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杨阳、冯猜猜、丁骋伟、罗晓玉

新兴产业与发展
项目名称

研究团队赴大鹏
海洋产业园调研

深圳大鹏新区海洋科技产业园（一期）
产业定位及规划
项目对建设大鹏新区海洋科技产业园（一期）
的发展机遇、面临挑战与发展基础进行了研究与分
析，提出在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及大鹏新区
打造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载区背景下，围
绕“一园四基地”发展定位，聚焦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以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海洋科技
服务业为引领，着力构建“科技创新 + 先进制造 +
高端服务”三轮驱动的高端高质海洋产业集群，将
产业园打造成为驱动大鹏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中国纳米谷综合发展规划研究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
创新研究院

胡振宇

中国平台经济健康指数报告

阿里巴巴集团

曹钟雄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综合规划产业创新专题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曹钟雄

深圳加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协同研究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汪云兴

深圳前海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

时

深圳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规划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周顺波

深圳加快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曹钟雄

深圳龙华区数字文化产业链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聂鉴强

深圳福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深圳市福田区科创局

蒋学民

深圳坂雪岗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产业规划与供应链
自主安全可控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深圳光明科学城和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

深圳市光明区发展和改革局

李相锋

成都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发展研究及产业功能规划

成都交投旅游运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相锋

鲲

委托方：深圳海力德油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陈美婷、蔡冰洁、杨阳

海洋城市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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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纳米谷综合发展规划研究

中国平台经济健康指数报告

中国纳米谷位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新
知识城，是依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广纳创新院及
相关主体打造的国家纳米科技产业创新高地。在粤
港澳大湾区和广州城市科技产业空间版图重构背景
下，课题研究充分挖掘中国纳米谷的优势条件，结
合国家、省、市发展要求，明确中国纳米谷战略定
位和发展目标，从产业体系、空间布局、运营模式、
品牌打造、发展路径及配套支撑体系等方面，提出
未来中国纳米谷开发建设顶层设计方案，并作为指
导纳米谷科学合理布局、有序开发建设、科技创新
及产城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
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今
后一段时间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平台经济治理
也将进一步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报告旨在通过构
建客观立体的指标体系找到塑造平台经济健康生态
的“一面镜子”、“一把标尺”，为社会吹“理性
的风”，让平台观“真实的我”。评估的目的不在
于比较谁优谁劣，而在于探索一个可衡量、可追踪
的指数系统，引导公众更理性认知平台，助力监管
部门更科学地评估平台，推动平台企业对标，真正
构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平台经济健康生态。

委托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陈美婷、蔡冰洁、冯猜猜、杨阳

委托方：阿里巴巴集团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莹然、方晓睿、王梓成、
沈小鲁

深圳加强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教育链协同研究

研究团队赴深圳

赛动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调研

深化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协同，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重要论述的重大举措，也是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目前，深圳存在产业链对教育链人才链反馈
牵引不足、创新链自主可控存在敞口、人才链对科
技产业支撑不够、教育链对经济社会贡献度不高、
“四链”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尚待建立等问题。课题
研究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6 大行动、
38 条措施建议，力求打通“四链”协同断点与堵点，
提升“四链”融合度，形成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
螺旋式、网络状的生态系统，实现精准耦合对接、
深度融合贯通、相互赋能促进的共生、均衡发展状态。
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汪云兴
成 员：阮萌、何渊源、刘兴贺、张娜娜、任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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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
综合规划产业创新专题
本项目旨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的总体布局，服务深港合作大局，加强与港
方园区的衔接，推动深港双方园区设施互联、创新
协作、服务共享、生态共治，共同探索深度合作与
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构建创新发展共同体，以“科
学 + 科技”作为双轮驱动，打造基础研究与创新应
用深度交融、创新功能高度复合的创新空间，树立
国际化创新园区新标杆。
委托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莹然、张滢

深圳前海新兴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研究

深圳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四五”规划

课题研究总结了前海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
问题，结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改革开放方案》对前海发展要求，充分衔接前海合
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主打数字经济，做
强科技服务，培育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业，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主导 + 特色 + 培育 + 支撑”
的前海新兴产业“3+1”产业集群，将前海打造为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
动能力强、深港良性互动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引擎，
推动实现“世界前海、合作之区、未来新城”的远
景目标。此外，在提出前海新兴产业“3+1”产业集
群基础上，按照主要任务、重点工程提出前海新兴
产业发展具体举措，梳理出前海新兴产业发展的“三
重表”，为前海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
抓手。

规划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机遇，把握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以宝安建设“湾区核心、
智创高地、共享家园”为核心驱动力，实施“集群
融合、创新协同”发展思路，以“五大工程”为引领，
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绿
色低碳、新材料为优势，生物医药与健康、数字与
时尚、海洋产业为特色的“2+2+3”协同发展新兴
产业体系，着力打造“13+2”新兴产业集群，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引擎和主力城区。
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吴泽慧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
成 员：于翔、刘俊美、林宣丞、张哲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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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加快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龙华区数字文化产业链研究

未来的城市竞争，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和资源配置能力的竞争。近年
来，深圳新型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数字内容平台与
新型文化制造双驱的产业生态持续完善。但在体制
梗阻与区域竞争双重挤压下，深圳新型文化产业结
构与企业生态仍面临一系列困境。研究旨在从战略
定位、机制创新、生态构建、平台打造、湾区协同、
空间支撑六大维度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促进新型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新型文
化标杆城市，将新型文化产业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一面旗帜，代表国家参与全球
新型文化产业竞争。

本项目重点研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导向下数字
文化产业发展趋势、要求和意义，梳理国内外先进
城市发展经验，分析龙华区数字文化产业链特征、
优势与短板，提出了龙华区数字文化产业链的发展
方向与内容，绘制了产业地图，并从文化传承、园
区建设、产业链建设、协同创新、公共活动、要素
保障、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发展任务与策略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王梓成、方晓睿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人：聂鉴强
成 员：植欢、张文强、党崇雷、郭梦瑶

深圳福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目前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是全球
重要的高技术新兴产业，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智能网联汽车涉及技术领域
中很多需要加以突破的核心技术。福田区具有信息
流、资金流、人才流的国际流通便利性，为智能网
联汽车核心技术率先突破提供了有利条件。建设集
聚全球创新资源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高地，是
福田区落实国家“双区”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研
究指出，要抢抓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机遇，找准
影响福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推
进福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发展，形成技
术引领和应用示范的创新发展格局。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科创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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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坂雪岗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
载产业规划与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研究
在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亟待对建设坂雪岗
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区的背景、基础、机
遇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提出围绕龙头企
业打造自主安全可控供应链的总体目标。通过梳理
电子信息产业链、产业生态、空间供给情况，课题
研究明确了承载区的重点产业与关键环节、产业空
间布局、重点发展路径等任务，为承载区建设工作
提供重要指引，提升坂雪岗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承载区在全球电子信息领域的竞争力，力争成为
全球前二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王钊、山敬宇、赵炳仪

院长樊纲再谈数字
化——要通过数字

技术的应用来提高
生产力

深圳光明科学城和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共建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

成都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发展研究与
产业功能规划研究

项目对两大科学城进行比较分析，松山湖科学
城拥有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先发优势、科技创新生态
链的基础优势、强大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开发
建设的成本优势、城市与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势等五
大优势，有助于为光明科学城弥补创新体系、产业
延链补链、拓展新空间、丰富大科学装置建设资金
来源、避免科研平台重复建设等方面提供强劲动力。
同时，从加强双边对话、推进开放共享、强化产业
协同、共建科学生态四个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推动两大科学城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
行启动区。

在人口吸引力与汽车消费潜力支撑下，成都驾
培市场进入稳步增长阶段。调研发现，行业发展面
临驾培行业集中度低、学员利益保障不足、智慧化
水平低等痛点的制约。研究提出，应借鉴深圳、北
京等城市驾培行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结合成都驾培
行业自身特点，智慧驾校总部基地将建立“提标准、
育龙头、树标杆、造体系”的发展路径。通过驾校
总部基地项目建设运营，以点带面推动成都驾培行
业信息化、规范化、绿色化与集约化发展，遏制因
行业乱象导致消费者利益蒙受损失的问题。

委托方：深圳市光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委托方：成都交投旅游运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黄振中、吴浩、任彧萱、王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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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与发展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深圳前海商贸物流发展“十四五”
规划研究
负责人

云南省商务信息与改革决策咨询

云南省商务厅

曹钟雄

广州南沙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周顺波

2020 年深圳市电子商务发展白皮书

深圳市商务局

周顺波

深圳前海商贸物流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王国文

深圳前海专业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刘

祥

深圳龙华区时尚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

萌

深圳海斯比文体创新中心产业规划与可行性研究

深圳嘉年禾置业有限公司

胡振宇

深圳大浪时尚小镇加快发展现代时尚产业政策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建设
管理中心

阮

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策略研究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

王国文

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专项规划研究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王文博

深圳光明城站枢纽业态定位及投融资策划研究

悉地国际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彭

坚

深圳坪山站综合交通枢纽 TOD 前期开发策划研究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彭

坚

深圳光明城站综合交通枢纽 TOD 前期开发策划研究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彭

坚

深圳一号通道货检保留及功能升级和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王东升

萌

在研究分析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发展基础和
发展环境的基础上，规划提出，前海商贸物流的发
展将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
开放方案》为引领，聚焦新型国际贸易和高端消费，
发展现代物流与全球供应链，以深港合作为使命，
提升商贸物流发展量级、层级和能级，共同参与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并在巩固货物贸易发展的
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
岸贸易等新型贸易业态；完善物流产业链，聚集高
能级供应链主体，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增强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商业国际化氛围，打造内
外市场联动、营商环境优越的商贸物流产业生态圈，
助力前海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全球物流与供应
链服务枢纽、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商圈。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张翼举、杨龙龙、李九兰、唐月娥

云南省商务信息与改革决策咨询
依托我院多维度、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渠道，本
项目对国际形势以及国家部委、重点省份的商务信
息进行动态跟踪，全面掌握商务发展外部环境变化，
了解国家商务政策动向，吸收兄弟省份促进商务发
展的先进做法，定期形成《商务信息简报》，为云
南商务厅业务决策提供参考。
委托方：云南省商务厅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王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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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国
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深度调整。近年来，南沙区外
贸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面临环境复杂、层
级较低、结构失衡、支撑不够、扶持薄弱、抗险不足、
推广滞后等七大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基于
对南沙、黄埔、前海、盐田、香港等片区的竞合分析，
项目研究提出应实施“五大工程”，布局十大特色
商品贸易基地，打造十大外贸发展创新载体，推动
南沙建设成为华南进口新核心和“一带一路”核心
贸易枢纽，加快南沙外贸结构和模式的优化升级。
委托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黄振中、吴浩、任彧萱、王君怡

深圳前海专业服务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专 业 服 务 业 是 前 海 重 点 发 展 的 产 业 之 一。
“十四五”期间，前海专业服务业将抢抓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
点的重大历史机遇。规划围绕城市新中心发展定位，
突出深港合作，立足国际视野，强调政策引领，着
力构建“1 大特色、3 大优势、4 大新兴、N 个配套”
的产业体系，实施“政策创新、空间集聚、活力营造、
平台搭建”四大工程，打造“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最短、
港人港企集聚程度最高、法律会计特色品牌最响、
国际机构组织活动最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业
服务业集聚区。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陈颖仪、张晓宇、黄睿、张哲韬、曹中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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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深圳市电子商务发展白皮书

研究团队赴广州南沙区
针对外贸高质量发展
策略进行调研

2020 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取得长
足进步，在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作为我国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
始终走在业态创新、技术创新的前沿，规模品质加
速提升、模式业态持续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凸显。
但也面临着电商增长亟待寻求新出口、缺乏现象级
电商平台、新业态遭受多重梗阻、跨境电商海外市
场严峻等问题。基于上述问题，研究提出五大建议，
即优结构、促创新、兴科技、强服务、共治理。
委托方：深圳市商务局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吴泽慧

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专项规划研究
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深圳实施综合改革
试点、推动前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
市的重要抓手，是深圳打造国家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战略支点、助力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
举措。研究提出以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为一条主
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遵循“全球布局、
示范引领、创新驱动、开放创新”四大发展原则，
落实“优化物流枢纽设施布局、打造高效综合物流
体系、培育专业现代运营主体、构建临空产业生态
体系、积极推进枢纽开放合作、积极探索枢纽政策
创新”六大发展举措，助推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打造成为高效便捷、无缝衔接、全方式联运的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全国样板。
委托方：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文博
成 员：张翼举、杨龙龙、张亦瑶、陈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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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区时尚产业发展规划与
政策研究

深圳海斯比文体创新中心产业规划与
可行性研究
“十四五”时期，南山区将依托深圳湾、蛇口
和前海等片区，促进总部经济、创新经济与邮轮游艇、
海上休闲、会议交流、文化演艺、娱乐消费、品质
居住等功能的集聚与融合，形成最具竞争力和活力
的湾区总部经济带，并打造集深港合作、海洋经济、
国际交往于一体的开放发展示范片区。可行性研究
围绕片区定位要求，提出片区应当大力发展教育培
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出行、
智慧社区等生活性服务业，促进片区实现体育与文
化、旅游、教育、科技、康养、医疗等产业融合发展。
委托方：深圳嘉年禾置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张洪云、冯猜猜、周菁、罗晓玉

深圳大浪时尚小镇加快发展现代时尚
产业政策研究

深圳市委六届十七次全会赋予龙华都市核心区
新定位，要求龙华打造新兴产业高地和时尚产业新
城，为龙华时尚产业发展指明发展方向和目标。课
题研究了龙华区时尚产业的发展基础及面临形势，
提出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重点发展
领域和平台，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同时，为落实《规
划》实施，本项目制定了配套政策《若干措施》。
《规划》
和《若干措施》的编制实施，旨在提升龙华时尚产
业发展水平，加快打造全球知名的时尚产业高地，
推动时尚产业新城建设迈向新台阶，为深圳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提供强有力支撑。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时尚产业相关规划及行动计
划，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研究总结制定
支持大浪时尚小镇时尚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加快
发展现代时尚产业集群的意见，旨在把握全球时尚
产业发展新趋势，充分发挥大浪时尚小镇的集聚发
展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打造品牌引领、设计支撑、
消费活跃、数智发达、主体多元、配套优质、在国
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时尚产业集群和“时尚
人才集聚区、时尚总部集聚区、时尚创新中心、时
尚消费中心、时尚发布中心”。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刘玉玲、刘兴贺、钱柔冰、周静、
何渊源、武增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建设管理中心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刘玉玲、钱柔冰、周静、刘兴贺、
何渊源、武增

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策略研究
为深入研究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路径，
课题组对深圳、成都、郑州等部门开展了深入调研，
对比国内外机场发展案例，建立 5 个航空货运预测
模型。研究指出，硬件条件有待改善、软环境差距
较大、机场周边区域产业门类与临空经济关联度低
等现存问题，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以及全球三个
层面明确深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总体发展定位，
并提出与香港机场共建“深港空港型国际贸易组合
港”、加紧培育航空货运运营主体、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构建全球航空服务网络、着力打造临空经济
产业集群、探索推进货运安检等政策创新，以及强
化组织、用地、资金、法制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和实
施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杨龙龙、张亦瑶、陈利鑫

深圳坪山站综合交通枢纽 TOD
前期开发策划研究
作 为 深 圳 市“ 三 主 四 辅” 铁 路 枢 纽 体 系 中 的
辅助枢纽、深圳市的东部枢纽门户，坪山高铁站在
“十四五”期间承担着打造深圳东部高铁新城和高
水平规划建设综合交通枢纽 TOD 的重任。项目针对
坪山高铁站站前商务片区 174 公顷范围内的用地，
在战略研究、功能定位和业态策划、投融资评价等
方面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成果将促进坪山高铁站
TOD 规 划 设 计 方 案 的 推 进 及 实 施， 为 后 续 坪 山 站
TOD 站城一体化开发建设提供规划指引。
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段梦茜、吕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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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明城站枢纽业态定位及投融资
策划研究

深圳一号通道货检保留及功能升级和
可行性研究

深圳光明城站综合枢纽作为深圳市重点项目，
开展业态策划与投融资专题研究是支撑后续城市和
建筑设计方案落地的重要条件。针对业态策划，研
究重点围绕体验经济和 IP 经济进行商业布局，创新
提出打造“无界城”概念，结合光明城站的特殊区
位和禀赋优势，旨在将光明城站打造成为“产商无
界”、“职住无界”、“生态无界”的深圳北部中
心森林门户枢纽，并建设成为世界级一流科创总部
服务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车站”型公园体验式
商业中心。在投融资方面，研究提出以“轨道上盖
物业开发 + 周边地块同步开发”模式来平衡枢纽建
设的融资需求。

可行性研究充分论证了作为连接深港两地陆路
通道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号通道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探讨一号通道货检保留及功能升级的战
略意义与可行性，分析货检保留及“一地两检”的
前期准备工作，参考“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和各
国成熟经验，对升级为跨境科研特殊通道的管理基
础及各方的支持进行分析梳理。通过调研合作区内
企业对一号通道的需求及功能升级的意愿，从货检
保留作为合作区实现保税功能和一体化的必要和前
提条件入手，探讨实施“一地两检”对加快通关速度，
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以及升级为跨境科研特
殊通道的重要意义。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保税
区内企业人员及车辆经一号通道往来香港的人次与
车次数量进行预测。

委托方：悉地国际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段梦茜、吕孟竹

深圳光明城站综合交通枢纽
TOD 前期开发策划研究

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段梦茜、吕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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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深圳光明城站综合交通枢纽被定位为对外展示
深圳北部中心形象的“门户枢纽”，承担着深圳建
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和深圳北
部中心的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课题组发挥在产
业研究、业态策划和投融资研究方面的优势，为深
圳市地铁集团提供光明城站综合交通枢纽“轨道枢
纽 + 产业 + 城市 + 投融资 + 政策”综合性咨询服务，
涉及战略规划及发展策略、土地政策与拿地方式、
产业与空间融合、投融资方案与经济可行性分析、
项目开发与建设运营模式分析等环节全流程咨询辅
导工作。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刘洁、周雪、张国平

可持续发展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体系研究

生态环境部

胡振宇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年度报告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曹钟雄

国际低碳城规划优化思路与实施建议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阮 萌

深圳国际低碳城绿色金融政策研究

重庆华悦生态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碳达峰与碳中和先行示范研究

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研究中心

胡振宇

深圳南澳落实“两山”理论研究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

胡振宇

广州黄埔区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研究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彭

坚

广州珠江国际慢岛总体发展规划研究

广州市黄埔区现代农业和生态文化旅游
发展中心

彭

坚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十四五”发展研究

惠州市潼湖生态智慧区管委会发展改革办

辛

华

南通高新区创新生态建设路径研究及实施方案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和人才局

彭

坚

广西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胡振宇

潮州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

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王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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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
体系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作出更大贡献、体现大国担当的郑重承诺，也是我
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自身提出的高要求和硬
任务。课题研究参考国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设
成功经验，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降碳制度的发展基
础、“双碳”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最新要求，建议从五个方面发力，着力构
建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制度框架体系。
委托方：生态环境部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陈美婷、蔡冰洁、杨阳、冯猜猜

国际低碳城规划优化思路与实施建议

广州黄埔区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研究

项目对国际宏观政策环境与区域发展格局变化
进行了研判，在全面梳理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龙岗区对深圳国
际低碳城的发展要求的前提下，从可持续发展、全
球气候治理、生态文明建设、营城逻辑转变等方面
谋划低碳城新的发展使命与作用价值，优化提升深
圳国际低碳城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对未来深圳
国际低碳城的产业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谋划，并从
城市空间体制、产业发展创新、能源结构调整、国
际合作深化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策略建议。

珠江沿岸地区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
新发展阶段广州市将致力于加快推动珠江沿岸高质
量发展。在充分借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杭州大
运河等国内都市拥江发展先进经验，全面考虑珠江
黄埔段沿岸的要素禀赋、规划条件、重点项目的基
础上，研究指出珠江黄埔段沿岸应发挥黄埔区创新
要素集聚和珠江国际慢岛文旅资源丰裕的优势特点，
打造独特的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并从空间规划、
产业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研究形成的实
施意见为广州市建设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
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
形成有力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阮萌
成 员：刘兴贺、汪云兴、武增、何渊源、钱柔冰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年度报告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与欧洲的阿尔卑斯
山、美洲的落基山并称全球“三大山脉”。2020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考察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报告旨在从
政治的高度、从理论的深度、从科学的维度、从案
例的角度出发，多维立体地展示秦岭价值，全面细
致地梳理过去几年秦岭生态保护、生态发展的成绩。
更为重要的是让社会能够更深度地了解秦岭，更广
泛支持秦岭，更深刻地理解生态保护之于国之大者
的意义。
委托方：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莹然、方晓睿、王梓成、
沈小鲁

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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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低碳城绿色金融政策研究
专题研究从国家和深圳市绿色金融发展政策等
方面分析了目前的政策环境，结合深圳国际低碳城
的实际发展情况，提出未来应当加强在绿色生态及
污染治理、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领域
的战略布局，搭建绿色投融资对接平台，并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以及绿色金融激励
和扶持等相关政策建议。
委托方：重庆华悦生态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佩、余凌曲

委托方：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张力钧、单梦霖、段梦茜、吕孟竹

深圳碳达峰与碳中和先行示范研究
课题研究立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提出的理论背
景，聚焦深圳“双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和阶段目标，
借鉴国际国内先进经验，根据深圳碳达峰碳中和的
基础现状和示范条件，提出深圳碳达峰与碳中和的
战略定位和突破方向，精准把握先行示范的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研究制定深圳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实施路径和政策举措，形成兼具深圳特色和示
范价值的实施方案。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
“十四五”发展研究
通过总结评估潼湖生态智慧区的现状与问题，
课题对智慧区发展环境进行分析与判断，借鉴国内
外先进城区经验，明确区位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提出符合智慧区发展客观规律与内在需要的战略选
择。围绕中韩（惠州）产业园起步区，深入调查研
究如何主动对接深圳及韩国具有高端要素、创新高
度集聚并有重要带动作用的溢出产业，探索依托自
然生态环境以及区位优势，优化产业功能布局，建
设以产业发展为核心，集居住、生活、工作、商务、
景观、休闲为一体的产业社区。同时提出智慧区空
间规划策略，即优化空间结构、空间布局规划思路、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策略思路、高铁新城打造以及公
共服务配套建设，并结合智慧区的发展战略要求，
提出惠州市及仲恺高新区支持智慧区发展的相关政
策措施及建议。
委托方：惠州市潼湖生态智慧区管委会发展改革办
负责人：辛华
成 员：刘斐、张国平、林梨奎

研究团队赴深能环保龙岗
能源生态园调研

委托方：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刘宇、韦福雷、周余义、陈美婷、杨阳、
蔡冰洁、李春梅、周箐、罗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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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针对珠江
国际慢岛总体发展
规划进行调研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南通市经济增长的
重要板块之一，先后获批国家级科技服务业试点园
区、知识产权示范园区等多项荣誉。高新区内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三大产
业发展优势突出且已形成良好的集群效应。课题组
深入了解南通高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基础及
人才资本等新兴要素集聚情况后，对创新生态建设
现状进行深入研判，通过对标深圳、上海、苏州等
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提出南通高新区创新生态建
设路径实施的分期目标、具体行动方案以及支持项
目落地的政策建议。
委托方：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和人才局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吕孟竹、段梦茜

广州珠江国际慢岛总体发展规划研究

潮州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

新时期，珠江江心岛群被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世界级宝岛、广州市建设国际大都市标杆性项目
及历史文化名片的重大使命。研究顺应“国际化”
趋势，围绕广州市黄埔区打造珠江国际慢岛的必要
性、总体定位、空间格局、产业体系、发展策略、
开发运营模式、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以及可持续发
展体制机制等内容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对岛群中
的长洲岛进行保护利用和科学开发，将其打造成广
州市“老城市焕发新活力”的质量担当。

通过全面总结潮州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和
“十三五”期间取得的成效，课题着重分析在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绿色
发展空间格局、资源节约与减排降碳、环境污染治理、
城乡人居环境、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
存在的问题。结合“十四五”时期国家、广东省生
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形势，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提出潮州市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目标、
发展格局以及重点任务，并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统筹优化“三生”空间、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
济体系、深化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秀美宜居城市、
培育特色生态文化、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提出
针对性的任务举措和政策建议。

委托方：广州市黄埔区现代农业和生态文化旅游
发展中心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段梦茜、吕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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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康会欣、郝沛文、周雪、逯长胜

深圳南澳落实“两山”理论研究
通过开展实地调研和掌握南澳发展情况，并在
深入分析南澳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
势和约束条件基础上，课题研究提出南澳应当紧抓
“双区”建设和综合改革试点重大机遇，以推进高
质量生态保护为基础，并研究提出南澳与深圳市、
大鹏新区等上层发展战略契合的新发展阶段定位、
以及产业发展路径和产业开发模式，旨在实现生态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打造“南澳样板”。
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冯猜猜、陈美婷、蔡冰洁、杨阳

广西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

践行低碳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南通高新区创新生态建设路径研究及
实施方案

课题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南流江流域水文条
件、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水质现状、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指出广西南
流江流域存在养殖污染反弹压力大，水污染防治受
限和综合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南流江应构建
空间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格局，推动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进试点流域控源减污、
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功能及加强流域治理体制
机制创新等工作计划，并对南流江流域重点工程及
目标可达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助力广西南流江流域
成功进入全国第二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
发展试点。
委托方：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安然、陈美婷、冯猜猜、周菁、
罗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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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项目名称

保定非遗小镇及周边综合开发项目研究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川渝高竹新区概念性规划与城市设计

川渝高竹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刘

祥

鄂尔多斯杭锦旗“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发展

杭锦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东升

珠海实现“十四五”规划经济发展研究

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保定非遗小镇及周边综合开发项目研究

保定市国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

祥

青岛崂山区枯桃社区改造项目产业规划

青岛和达创信置业有限公司

辛

华

青岛城阳区老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专项规划

青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王文博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发展总体规划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李相锋

佛山顺德伦教东片区转型升级功能和产业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土地发展中心

曾

深圳龙岗区横岗上围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星河产城创新发展研究有限公司

周顺波

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水尾泰安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泰安置业有限公司

辛

深圳宝安区松岗大田洋南片区旧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
产业规划

深圳市集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泳先

深圳宝安区沙井片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发展研究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刘泳先

深圳罗湖清水河片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静超

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红花岭工业区城市更新

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辛

潮州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王东升

真

华

华

为落实保定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开
发、实现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总体目标，我院就保定
市非遗小镇及周边综合开发项目开展产业规划、空
间规划和投资可行性分析，并对主城区 47 个城中村
连片改造开发项目提供过程咨询服务。项目研究明
确了莲池区约 6000 亩土地范围内首批四个重点项目
的选址方案和区域整体空间规划方案，并在此基础
上对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对选址方案的合理
性和整体财务的可行性做出评价，为保定城中村改
造资金平衡情况校核、各类用地出让底价计算、土
地收储及供应策略、城中村改造全面升级为城市更
新活动的措施建议等方面提供了多维度、全流程的
意见与建议。
委托方：保定市国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刘祥、肖盛
成 员：钱成、陈昱江、刘俊美、陈严、张静越、于翔、
郭毅、林宣丞、王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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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发展新理念，以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规划对杭锦旗“十三五”时期城镇化的发展
成就、存在问题及“十四五”发展环境进行深入分
析，明确“十四五”杭锦旗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并认为应高质量打造“核心
引领、轴带协同、节点联动”新型城镇化格局，持
续提高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城镇资源优化配
置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城镇产业创新转型，
推动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要不断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强化绿色低碳、建设生态
杭锦，强化协同创新、建设活力杭锦，强化文化引
领、建设魅力杭锦，强化健康安全、建设韧性杭锦，
为实现将杭锦旗打造成黄河流域功能齐全的新型品
质城镇提供强劲持久动力。
委托方：杭锦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康会欣、郝沛文、周雪、逯长胜

川渝高竹新区概念性规划与城市设计
高竹新区是目前全国唯一的跨省域共建新区。
结合高竹新区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研究提出，应
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加
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区、都市近郊现代农业集中
发展区、川渝特色生态康养旅游带、现代服务业高地。
此外，围绕高竹新区的产业定位，制定了产业发展
路径，编制招商引资服务方案，争取相关政策支撑，
为高竹新区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权限，努力探索新
模式和新机制，为全国跨省域一体化发展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
委托方：川渝高竹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祥
成 员：刘建党、林宣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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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顺德伦教东片区转型升级功能和
产业研究
研究基于顺德伦教东片区，以村级工业区改造
为契机，为伦教打造面向大湾区高品位平台开展整
体谋划。在系统梳理片区发展条件和资源的基础上，
课题组策划片区功能定位，规划片区产业发展，拟
定片区重点村改项目功能和产业方向，在规划基础
上提出片区开发运营基本策略，并围绕课题研究为
政府开展持续跟踪服务。
委托方：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土地发展中心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壘、徐钊、王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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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实现“十四五”规划经济发展研究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发展总体规划

课题对珠海“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发
展基础、重点企业、关键产业、要素配置等方面现
状及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拉动珠海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分析，研判珠海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的支撑力量和关键着力点，并提出珠
海全市、各区年均增速、总量的合理预期安排及实
现路径。同时基于上述基础提出珠海实现 2025 年经
济增长目标的对策和建议。

《松山湖科学城发展总体规划》重点围绕战略
定位，构建“科学功能—产业功能—体制机制—协同
创新—城市功能”的实施策略，对内推动科学城创
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对外推进科学城与周边
镇、光明科学城、大湾区、全国全球的协同发展，
并通过构建宜研宜业宜居的优质生活圈，让高端人
才“引得进、留得住”。《总体规划》高标准对标
张江、怀柔、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要求推
进大科学装置、大学、大机构、大平台的规划建设，
加强科技企业培育引进力度，加快国际一流人才集
聚，强化协同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东莞力量。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郑天骋、杨秋荣、文雅靖、刘雪菲、
荀动、薛杨钦

青岛崂山区枯桃社区改造项目产业规划
项目紧抓区域发展重大变化趋势，着眼服务青
岛市与崂山区“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需要，从探索
城市更新到城市创新为研究方向，并基于推动青岛
市科技产业创新发展与崂山区战略北进的重要枢纽
节点功能使命高度，研究谋划项目产业方向与定位。
在借鉴深圳湾生态科技园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联
动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主导产业核心引领
作用，以金融、高端服务业为两翼支撑，构建‘主
导产业引领发展、产业金融支撑发展、高端服务业
配套发展’的复合发展模式”为产业发展总体思路，
并确定智能互联汽车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即以智能网联为主导产业，产业金融与高端服务业
为支撑，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的“1+2+N”
产业体系。
委托方：青岛和达创信置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辛华
成 员：张国平、林梨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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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城阳区老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
专项规划
项目研究通过对城阳区 8 个街道办的主要工业
园区，以及中车、马士基、比亚迪等主要工业企业
的深度调研，指出当前传统制造业存在板块大而不
强、新兴产业集群多而不精、配套与产业发展需求
断档、大城阳逻辑下的产业生态尚未构建等 4 大核
心问题。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明确“轨道交
通、机械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配套服务业”的产业体系，
提出“制造提级、新兴聚合、创新赋能、产城焕新”4
大核心策略，助力城阳区通过老旧工业园区的转型
升级，实现“焕产城新生态、塑中央活力区”。
委托方：青岛市城阳区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文博
成 员：张翼举、杨龙龙、张亦瑶、赵松宇

委托方：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周启恒

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水尾泰安城市更新
单元产业规划
在把握深圳市和龙华区数字经济定位与发展规
划的基础上，项目从国际、国内到中央、粤港澳大
湾区、深圳及龙华等多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的战略
定位、发展前景、相关政策和发展产业的内容。通
过调研深圳和龙华区民治街道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发
展现状，比较深圳、国内其他城市及地区的数字经
济产业政策与发展经验，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布局与
规划及背后产业链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结合龙华区
民治街道的实际情况推导出项目的产业功能定位，
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和优化功能空间布局，提出项目
在数字经济领域需做出的重点发展和布局，为最后
的招商引资提供实证与理论支撑性研究。
委托方：深圳市泰安置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辛华
成 员：张国平

深圳龙岗区横岗上围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产业规划
上围片区位于龙岗区“一芯两核多支点”发展
战略中的核心支点—光学智谷内，属于“一芯”—“湾
东智芯”的辐射范围，区位优势明显。项目研究顺
应上位政策产业规划导向，服务于深圳以及龙岗产
业链补足与产业生态完善，与项目周边区域产业协
同发展，结合片区产业资源，重点布局光学显示、
智能终端两大板块，推动片区成为湾区智能硬件智
造平台、深圳市光学显示示范中心。
委托方：深圳星河产城创新发展研究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黄振中、吴浩、任彧萱、王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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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片区城市更新单元的概况和现状进行分
析，结合区域大势、上位规划、产业资源和产业发
展趋势，项目提出构建“2+X”的现代产业体系，探
索创新深圳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为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智创高地、
大湾区融合发展核心引擎”注入新动力，打造大湾
区最具影响力的军民协同创新科技城。

研究团队针对东莞松山湖
科学城发展总体规划
进行研讨

委托方：深圳市集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泳先
成 员：郑鑫、李翰文、郭萌萌、宋朝明

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红花岭工业区
城市更新

潮州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
项目研究着重解决两大核心问题，一是重点发 话 和 指 示 精 神 以 及 视 察 潮 州 时 重 要 讲 话 及 指 示 精
展产业的方向和类型；二是产业空间载体功能平台 神，项目以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潮州
的种类。在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从重点筛选现 市“十三五”时期城镇化的发展成就、存在问题及
有高产值、高贡献、高潜力产业，聚焦“20+7”南 “十四五”发展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十四五”
山区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以及企业实际 时期潮州市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
产业空间需求为导向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最终确 展目标。并建议应构筑起“核心引领、一带崛起、
定以“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低碳和生物医药与健康” 山水一体、四区协同”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持
三大产业为项目主导产业方向，将南山区打造为高 续提高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城市资源优化配
端制造引领区，汇聚高端要素的创新集聚高地与专 置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城市产业创新转型，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高地。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建设魅力潮州、动力潮州、活力
委托方：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潮州、生态潮州、韧性潮州，为实现“把潮州建设
负责人：辛华
得更加美丽”发展目标和“在更高起点打造沿海经
成 员：张国平、刘斐
济带上的特色精品城市”发展定位提供智力支撑。
委托方：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康会欣、郝沛文、逯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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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清水河片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
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罗湖清水河片区是罗湖区北部门户、深圳
17 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也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
廊重要节点。本项目对清水河片区的发展基础与外
部机遇、罗湖区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深圳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围绕片区发
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园的总体定位，秉持品牌化、
高端化、链条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思路，
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形成具体操作路径，旨在推动
片区“产业链 + 创新链 + 价值链”协同发展，并形
成创新型引领、高端化发展、链条式集聚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

激发 城市活力

深圳宝安区松岗大田洋南片区旧工业区
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静超

深圳宝安区沙井片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
产业发展研究
作为深圳四大古墟之一以及“千年蚝乡”的核
心所在，沙井古墟是深圳本土文化时空映射的最佳
集成区。其中，对片区进行城市更新是深圳弘扬本
土文化、建设文化高地的必然要求。片区城市更新
后将以沙井历史风貌区为核心，圈层式发展“文化
+”产业，将项目打造成为立足深圳，面向世界的湾
区文化旅游中心、湾区文化创意中心、湾区文化传
播中心。
委托方：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泳先
成 员：赵圣慧、李翰文、郭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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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与制度创新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生态环境管理市场机制研究

深圳市生态环境技术审查中心

刘

祥

深圳经济特区自然灾害防治条例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王

梅

深圳市 2021 年度绩效管理研究

深圳市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王

梅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项目预算管理咨询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周军民

深圳市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类项目费用评审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周军民

深圳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及就业创业研究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王

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光明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光明区
委员会办公室

张玉阁

佛山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曾

真

深圳福田区政府产业用房绩效考核方案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

王

梅

深圳福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心区公共服务匹配性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王

梅

深圳福田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勤务模式购买服务需求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聂鉴强

深圳龙华区重点民生领域政府投资资金测算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王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园镇统筹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李相锋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人口发展规划（2021-2035）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传
与社会工作局

王

梅

“双区”建设下深圳城中村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深圳愿景微棠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郑

鑫

深圳湾实验室管理体制研究

深圳湾实验室

王

梅

梅

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生态环境
管理市场机制研究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园镇统筹
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推动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中央确立的重要战略
目标和任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承担率先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大使命。
研究指出，深圳建设“市场化、多主体”的环境治
理实施路径可以概括为“3+2+1”体系建设。其中，
“3”
指建设好排污权、排放权、绿色金融“三个市场”；
“2”指发展企业减排自律机制、环境行政合同“两
套体系”；“1”指对“一个重点行业”环境服务业
的大力扶持。通过“3+2+1”体系建设，深圳可对
标国际先进水平，建设市场交易繁荣、企业充分自律、
环境服务业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体系。

为破解松山湖科学城产业发展空间瓶颈，促进
城市品质提升，研究指出，科学城应坚持“立足产业、
分类共建、权责清晰、利益共享”四大原则，核心
创新区采用松山湖统征统管模式，核心创新区以外
区域采用松山湖管委会主导产业招引，负责片区各
层次规划编制，属地镇落实开发建设模式。研究建议，
一是借鉴深汕合作区深圳直管阶段模式，核心创新
区增量税收全额返还松山湖，形成松山湖产业投入
产出闭环；核心创新区以外区域、协调区采用园镇
共管模式，借鉴深汕合作区共管阶段，通过增量税
收园镇分成来反哺松山湖前期产业扶持投入。二是
核心创新区的道路费用全部由松山湖管委会投入，
核心创新区以外区域、协调区道路费用由各镇自行
承担，由松山湖先行垫付，通过抽成土地出让金返还。

委托方：深圳市生态环境技术审查中心
顾 问：曲建
负责人：刘祥
成 员：付永嘉、曹中皓、陈颖仪

深圳经济特区自然灾害防治条例
根据深圳市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现实需求，贯
彻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部署，用足用好特区
立法权，本条例采用特区立法形式，在充分遵循法
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立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市
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实际，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进行
了制度探索和立法创新，旨在建立跨灾种、全链条、
综合统筹、资源整合的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体制机制。
委托方：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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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周启恒、吴泽慧

深圳市 2021 年度绩效管理研究
为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激励作用，项目根
据《深圳市绩效管理办法》规定，编制了《深圳市
2021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绩效考核
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管理内容，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紧扣评估工作的关键内容和
关键环节，设置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评估标准，提
出对各评估单位的工作要求。
委托方：深圳市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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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
及就业创业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
项目预算管理咨询
项目对我国交通类规划及课题、城市规划等行
业的取费标准逻辑和取值标准进行了研究分析，结
合审核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 100 个项目的经验，深
入研究兄弟城市的招投标情况、城市规划取费标准
及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取费标准和修订过程稿，形成
咨询报告，为深圳市交通局修订取费标准奠定基础。
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汤明望、潘毅斌、王俊雅、胡剑伟、林信群、
刘泳先、李翰文

深圳市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类项目
费用评审
项目通过审核深圳市交通局 2021 年下半年和
2022 年度规划及课题研究项目计划书和经费预算，
研究形成批量项目预算咨询报告成果，并充分利用
综合咨询服务专业优势，对近 100 个工程可行性研
究、专项规划和软课题项目进行了跨专业严格、科
学的审核，并提供预算咨询专业意见，为财政核减
节约了 5000 余万元研究经费。该预算报告成果提交
市财政局，作为项目立项资金审批依据。
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汤明望、潘毅斌、王俊雅、胡剑伟、林信群、
刘泳先、李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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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结了深圳市加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优
惠政策力度、各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实践探索、
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等成
效，同时从政府主管部门、退役军人群体、用人单位、
社会力量等方面分析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面临
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做法
的基础上，提出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意见和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甄学军、李旭、闫钰琪、张雨婷

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光明
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光明科学城知识产
权保护的现状、问题及需求，研究重点围绕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五个环节，系统
梳理光明科学城发展存在的痛点、难点，明确光明
科学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基本原则、实施路径
等主导策略，并提出光明科学城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的政策建议。
委托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
光明区委员会办公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杨秋荣、谢来风、郑天骋、刘雪菲

深圳福田区政府产业用房绩效考核方案
为了更好地发挥福田区政府产业用房扶持产业
发展的作用，实现政府产业用房规范管理和优化配
置，提升产业用房使用绩效，本项目依据《福田区
政府产业用房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规范要求，从
评价对象、职责分工、评价原则及方式、评价指标
体系及标准、等级划分、结果应用等方面，明确福
田区政府产业用房绩效考核内容及标准。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

深圳福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心区公共
服务匹配性研究
本项目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行业数据
为基础，分析福田区人口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
文体事业以及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的匹配性，并结
合国内中心城区和国外先进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情况，剖析福田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面临的挑战，
提出完善公共服务重点领域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能
力的措施建议，为福田区打造“首善民生”提供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张雨婷

深圳福田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勤务模式
购买服务需求研究
本项目是适应深圳市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
福田区市容环境高质量发展要求后福田区开展的新
一轮勤务模式购买服务经费调研评估，项目研究结
果将作为财政部门核拨经费的参考依据。项目重点
梳理了福田区街道行政执法勤务模式购买服务的现
状情况，分析了购买服务经费的影响因素，综合测
算了全区总的工作定额，分街道测算了街道购买服
务定额，并提出了继续完善勤务模式的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负责人：聂鉴强
成 员：张文强、党崇雷、郭梦瑶

深圳龙华区重点民生领域政府投资资金
测算研究
本项目聚焦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
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五大重点民生领域，梳理分析
了龙华区财政资金投入情况和面临的挑战，并结合
龙华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围绕“十四五”时期龙华
区民生重点领域的需求与规划，开展各领域用地和
资金投入测算，提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统筹、拓宽
融资渠道、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等民生重点领域投
资建设运营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张雨婷

创新城市管理
提升城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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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人口发展规划
（2021-2035）
本项目系统梳理了“十三五”时期松山湖高新
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结合其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核心区域的“双区”定位，依据松山湖高新区未来
产业和城区发展，开展人口规模、结构优化发展目
标研究，并围绕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加强人才引进
培养和增强片区产城融合等方面，提出推进人口发
展、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措施建议。
委托方：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宣传与社会工作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张雨婷

“双区”建设下深圳城中村治理能力
提升研究
为顺应深圳“双区”建设对城中村治理能力提
升的要求和趋势，研究以深圳 10 个典型城中村的调
研为基础，结合网格办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分析
了深圳城中村的演变阶段、当前城中村的人口和居
住特征以及发挥的功能，梳理和分析了现阶段城中
村存在的问题、已有的治理经验和相关制度政策等，
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治理经验，为提升城中村治理
水平提出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愿景微棠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郑鑫
成 员：明亮、宋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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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深圳湾实验室管理体制研究
本项目立足深圳湾实验室长远发展需要，梳理
分析了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和科研领域特点，并在充
分借鉴国内外基础研究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实
验室实现战略定位所需的资源保障，结合不同管理
体制的优缺点，提出深圳湾实验室长期可持续发展
建议，加快推动实验室建设，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
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国宏

香港经济形势及招商局集团在港房地产、航运产业发展

招商局投资发展公司

张玉阁

香港局势变化及中广核集团对港业务发展

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张玉阁

招商局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实施策略研究（2021-2035） 招商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王国文

中广核核电运营公司备件领域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研究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刘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建设“一带一路”
进口贸易服务平台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刘国宏

中意集团妈湾项目策划方案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时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国际化经营规划

深圳市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静超

课题研究以提升城市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村级
工业区改造为切入点，在剖析提炼村改促进城市营
商环境提升的佛山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试点创建
工作的主要领域、工作目标、主要任务、预期成效，
以及配套措施，协助完成试点方案的申报。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周顺波

深圳龙岗区投控集团绩效管理与薪酬激励方案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周顺波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王

委托方：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壘

蒙牛集团现代乳制品国家储备中心项目建议书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文博

成都“西控”旅游环线项目统筹开发与策划研究

成都交投西部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李相锋

深圳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案例研究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辛

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深国际西部物流有限公司

张翼举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风电新能源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田立明

外伶仃岛科创总部及万山海洋科创小镇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东万山投资有限公司

田立明

深国际 • 中山民众综合物流港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张翼举

深圳大浪时尚小镇发展奥特莱斯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建设管理中心

赵圣慧

保定竞秀区华侨城未来创想城项目可行性研究

保定市国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

祥

宜昌巴山金谷文化旅游区项目可行性研究

湖北交投宜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于

珺

委托方：深圳湾实验室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

佛山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宇

鲲

梅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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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形势及招商局集团在港
房地产、航运产业发展

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迈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招商局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
实施策略研究（2021-2035）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和要求，
结合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新战略，
课题研究从政治环境、经济形势、产业发展等维度，
分析香港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精准把握香港经
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中央部署和国家战略需
要，进一步明确招商局集团在“一国两制”新实践
进程中的新使命，结合招商局的优势和长处，研判
在港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在港业
务的策略、路径和措施，提出整合优化在港房地产
业务、壮大强化在港航运业务的发展策略。

综研院和中国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托管
小组，全面托管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积极响
应“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发展战略下开创的
现代公司治理和智库咨询结合的新模式。通过委托
综研院托管小组管理，迈迪公司在公司制度建设、
完善法人治理、化解债务风险、构建营销体系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营销收入和利润都实现了
较大突破，迈上新的台阶。

开发建设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推动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
动，是践行东北振兴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项目组
深入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港口码头第一线，对开发建
设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的基础和问题、机遇与挑战进
行研究和分析，总结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太平湾
合作创新区要坚定国家战略方向，以“改革创新、
开放引领、服务全局、产城融合、绿色低碳”为发
展原则，聚焦“港、产、城、融、创”融合发展，
构建“2+3+3+N”的产业发展体系，建设创新型城
市，营造国际一流的政策高地，打造东北开放新前沿，
构建合作创新引领区、绿色低碳先行区、国企改革
示范区，形成港产城融创新高地，成为吸引新兴产
业聚集载体。

委托方：招商局投资发展公司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谢来风、郑天骋、杨秋荣、刘雪菲
郭菁晶、荀动、薛杨钦

招商局太平湾合作创新区

委托方：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顾 问：刘以雷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马朝良、陆晓丽、李金鹤

香港局势变化及中广核集团
对港业务发展
项目对香港问题的本质、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历
史根源和 2019 年“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局势变化
的关键脉络，以及中央对港管治政策导向变化和效
力进行分析，探究香港政治经济格局核心调整方向。
研究提出，作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央企业，中
广核集团应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肩负的神圣使命，
准确把握中央对港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走向，在
落实“一国两制”基本方略方面积极作为、有所担当，
助力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保驾护航。
委托方：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谢来风、荀动、刘雪菲、杨秋荣、
郑天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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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招商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杨龙龙、张亦瑶、
陈利鑫、于红婕

研究团队赴招商局
太平湾合作
创新区调研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一带一路”进口贸易服务平台

在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备件中心未来业务
改革创新需求的背景下，项目重点围绕商业模式内
涵及分析方法、备品备件领域经验借鉴、备件中心
业务发展演变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开展研究，
基于波士顿矩阵对产品结构进行数据分析、并与业
务实际发展情况结合，提出相关操作建议，形成备
件中心业务改革创新方案。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外
贸集团）于 2019 年转为深圳投控公司全资子公司，
并重新定位其发展主业。项目研究明确了外贸集团
“1+3+N”发展思路，以及打造“台库链”一体化、
“贸产融”相结合的现代贸易服务型企业发展愿景，
以搭建商贸产业赋能平台为主要实施路径之一。同
时，基于深圳市产业发展方向、国资国企定位和外
贸集团自身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提出外贸集团
助力深圳投控公司打造市属国资商贸服务平台的发
展建议。

委托方：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宇
成 员：毛迪

委托方：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胡彩梅、余洋

中广核核电运营公司备件领域
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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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集团妈湾项目策划方案
项目立足中意集团整合自身优势资源、拓展多
元业务版图、培育潜在商业发展机会的战略部署，
基于上位规划、深港合作、片区需求、行业潜力、
企业资源等维度，制定了中意妈湾国际美港的总体
定位，明确聚焦大健康产业创新培育功能、现代时
尚集聚示范功能、高端消费引领融合功能三大主导
功能，重点发展大健康、现代时尚和高端消费三大
主导产业和打造一大女性成长平台，并策划论证前
海国际医疗健康中心、中意智能家居体验馆、深圳
全球妇女发展论坛等 12 个先导项目，助力中意妈湾
国际美港项目落地实施。
委托方：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顾 问：曲建
负责人：时鲲、刘俊美
成 员：张哲韬、于翔、陈严、张晓宇

72

2021 Annual Report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十四五”战略规划

深圳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十四五”
发展战略规划

目前，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深铁投）已经开展普通铁路、城际铁路项目投融资
和建设等业务，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商业模式过
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资源注入。规划深入研究集团各
项业务相互关系，力求业务布局更具系统性、协调
性和可持续性，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深铁投应
当抢抓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机遇，加快城际铁路、
地方铁路规划建设，实现争取更多铁路项目落地深
圳的功能定位。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深铁投的发展愿
景、功能定位及战略目标，提出构建投资融资支持
铁路建设、铁路建设拓展站城开发、站城开发反哺
融资成本的“投铁城”联动运营模式和建设引领、
投资驱动、站城融合三大发展战略。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龙华
资本）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本 35 亿元，作为区
属国资新设国有资本运营平台，龙华资本肩负着提
升深圳龙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龙华经济
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资本友好型政府的重要载体、
金融服务实体产业的主要平台和服务区域性金融及
准金融控股企业的重要使命。规划基于基础环境分
析，锚定核心价值；基于态势分析，明确功能定位；
基于对标分析，勾画发展战略、构架商业模式、明
晰战略目标；基于区隔分析，搭建业务体系；基于
产业分析，明确投资方向；基于战略实施，完善支
撑保障。规划对龙华资本下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为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落
实深圳国企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围绕全区建设“创
新龙岗、东部中心、产业高地、幸福家园”的总体
目标，以“服务城市、服务产业、服务民生”为宗旨，
规划建议，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应依托政府、紧贴
市场，围绕区委区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先发
改革，着力打造成为“智慧城市经营者，国有资本
运营商”。扎根龙岗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强化产业培育，提升民生服务，优化国有资产运营，
构建“城 - 产 - 人 - 资”四大板块，力争将龙岗投控
建成具有卓越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城市运营商
和国内一流的区县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委托方：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肖钦、彭晓钊、陈珂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肖钦、彭晓钊、陈珂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
国际化经营规划

深圳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十四五”战略规划

本项目在对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称集
团公司）“十三五”期间发展成绩、存在问题、外
部形势和发展条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聚焦集团公司主责主业，加强“优势资源请进来、
技术产品走出去”能力建设，着力做实民品国际化
经营主平台、国际化营销与采购主平台及国际交流
与技术合作平台等措施建议，旨在优化国际营销网
络建设，助力集团公司民用产业“走出去”，深化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协助集团公司
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关键环节产业链控制能力。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坪
山 城 投） 成 立 于 2009 年， 注 册 资 本 69.59 亿 元，
主要业务包括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市政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城区文化形象
运营及文化空间配套建设运营、会展、酒店、航空
（候机楼）等现代服务业、实业投资等。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坪山城投将在履行区委区政府交办
的各项任务基础上，努力探索“自我造血”路径，
推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委托方：深圳市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静超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针对前海妈湾片区战略定位
与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展开研讨

委托方：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鹏、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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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集团现代乳制品国家储备中心
项目建议书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本项目立足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实际，围
绕进一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树立质量发展导
向，规范执业行为，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鉴证和服
务功能的目标，从职责分工、评价内容、评价规则、
等级评定、评价程序和结果应用等方面，明确会计
师事务所分级分类管理工作内容，并按照大型所、
中型所和小型所划分类别，差异化制定评价标准。

在对蒙牛集团建设现代乳制品国家储备中心的
行业背景、战略意义、乳制品行业及冷链物流行业
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建议书
提出项目选址、项目定位、建设规模及运营模式，
并指出现代乳制品国家储备中心，将依托蒙牛集团
在乳制品行业的领军地位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
以乳制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国际乳制品交易为两
大核心功能，以冷链物流、冷链供应链为两大配套
功能，最终建设成为现代化、智能化、低碳化的国
家重要乳制品储备中心、交易中心，成为国家乳制
品供应链服务的示范和标杆。
委托方：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文博
成 员：陈利鑫、于红婕

深圳龙岗区投控集团
绩效管理与薪酬激励方案研究
在国企改革的趋势下，深圳龙岗投控集团（下
称龙岗投控）面临国企资本收益率要求提高、组织
管理架构现代化改革、现代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等
压力。通过结合企业实际、参考深圳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等先进案例，提出进一步分解战略目标到各承
接单位，形成龙岗投控的具体绩效管理与薪酬激励
方案，使公司“十四五”规划真正落地。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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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

成都“西控”旅游环线项目
统筹开发与策划研究
项目是关于贯穿成都市西部片区 8 区（市）县、
以文旅功能为主兼顾通勤功能的“一纵十横”轨道
交通线网的策划与政策研究。在政策研究、案例对标、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成都西控区绿色发展轴”
的整体定位。通过“城乡统筹、规划统筹、资源统筹、
项目统筹、主体统筹”五大统筹，落实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五大任务，推动城乡产业、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要素四大融合，打造城乡融合成都模式，
并针对一批次三大项目开展深入策划。并围绕城乡
融合、资源控制、项目落地等方面，为公司提出一
系列政策建议。
委托方：成都交投西部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任彧萱、黄振中、王君怡、
焦韩涛

深圳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案例研究
课题全面回顾过去四十年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过
程中，深圳国企自身功能与作用的特点，总结提出
深圳国企做大做强的基本路径措施。研究认为，应
针对松山湖科学城繁重的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和产
业引导任务，搭建国资发展平台，筹措发展资金，
构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国有企业参与科学城的开
发建设和运营，发挥国资国企对科学城的引导作用，
并选取深投控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构建以产
业园区为核心资产的国资体系，积极发挥金融服务
对辖区产业的引导作用，加大松山湖国有资产重组
整合的步伐，推动区属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
改革。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风电新能源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深圳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发展以风电为
主，光伏、储能为辅的新能源产业投资、融资与管理
平台。项目组针对公司收购永城市助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49% 股权项目、中
卫甘塘 49.5MW 风力发电项目公司 100% 股权等系
列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分析论证风电行业的发展现
状与趋势，拟定投资方案、投后管理方案及风险规避
措施，为公司投资收购上述项目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负责人：田立明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吕孟竹、段梦茜

深圳市中集产城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与
综合开发研究院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

委托方：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辛华
成 员：刘斐、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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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托管小组与迈迪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专家委员会

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
项目对建设盐田综合保税区一期建设背景、意
义及必要性，以及当前的市场需求进行了研究与分
析，提出在全球供应链与经贸格局重构、“双循环”
发展新格局需要物流支撑、“双区”建设需要基础
支撑、深圳东向辐射需要发挥盐田港口物流业作用
的重要背景下，应依托国际枢纽港盐田港和盐田综
保区，重点发展保税新业态，近期开展国际分拨、
前店后仓、跨境电商，远期拓展冷链物流、供应链
金融、保税检测维修、保税展示交易等，引入人工
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等新技术手段，打
造亚太地区世界一流的智慧保税物流投资运营基地，
成为保税物流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标杆，成为保
税产业高端化、价值高端化的引领者，最终建设成
为国际领先的高度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的亚太
智慧保税物流综合体。
委托方：深圳市深国际西部物流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李九兰、张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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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浪时尚小镇发展
奥特莱斯可行性研究

深国际·中山民众综合物流港项目
可行性研究

宜昌巴山金谷文化旅游区项目
可行性研究

大浪时尚小镇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时尚小镇，
按照上位规划，将重点打造“两区三中心”功能框架。
小镇目前汇集了六百多家时尚企业，年时尚发布会
达数百场，年产值达数百亿元，已成为我国重要的
时尚产业集群。但作为时尚消费中心，小镇片区仍
存在业态单一、配套不足、消费氛围欠缺等问题，
亟需引进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通过品牌带动市
场的方式，吸引客流，提升小镇消费能级。针对上
述问题，通过前期资料数据搜集、召开行业专家研
讨会，及对深圳多家奥特莱斯发展现状的实地调研，
项目从消费升级趋势、项目市场发展环境、国内外
奥特莱斯发展趋势、深圳及周边奥特莱斯发展现状、
业态竞合关系以及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为大浪时尚小镇发展奥特莱斯的可行性给出切实的
结论和方向建议。

项目对中山及其周边的市场环境与产业基础、
潜在市场需求进行分析，明确了建设深国际南方区
域总部的总体目标。研究提出，以搭建保税物流业
务为核心的高质量综合物流服务平台为主线，全面
建设三大供应链服务基地和四大供应链服务中心。
通过发挥深中两地国企各自的优势，高效盘活项目
核心资产。综合物流港建设对于推进深中合作、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受湖北交投宜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项目
组为宜昌巴山金谷文化旅游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本
项目详实分析了巴山金谷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
和市场情况，明确了项目定位、发展方向、发展战
略、项目内容、空间规划、开发运营模式、投资估算、
收益分析和资金筹措策略、风险管控、发展保障措
施等，符合湖北交投集团的投资决策要求，顺利交
付国资委批准和发改委立项审批。

委托方：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王文博、林薇、唐月娥、张亦瑶

委托方：湖北交投宜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于珺
成 员：杨云、薛巍巍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建设管理中心
负责人：赵圣慧
成 员：阮丽熔、方雪钦

外伶仃岛科创总部及万山海洋科创小镇
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东万山投资有限公司是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
验区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营业
务为政府工程代建、港航运营、综合开发、股权（海
洋产业）投资等。项目团队为广东万山投资有限公
司提供其外伶仃岛科创总部和万山海洋科创小镇两
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公司投资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广东万山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田立明
成 员：单梦霖、张力钧、吕孟竹、段梦茜

保定竞秀区华侨城未来创想城项目
可行性研究
“华侨城未来创想城项目”是保定市重点引进
的综合文旅项目，旨在打造集文化、旅游、娱乐、
办公、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开发，并通
过文体传承、泉岛共生、科创未来三大板块开发建设，
盘活保定文旅资源，激发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打造
保定未来都市会客厅、北方生态城市典范和全国工
业转型样本。重点围绕土地价格、配套设施、产业
监管等环节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为项目落地提供
科学有效的决策分析报告。
委托方：保定市国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肖盛、钱成、陈昱江、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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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观察
Policy Insight

2021 年综研院再次获得澎湃新闻 “最佳政务传播——大学和智库奖”。目前我院开设了多个
新媒体宣传平台，内容更新频率持续提高，公众关注度和转载率显著提升。围绕热点话题策划系列
政策解读专题，发表 200 余篇原创性的研究文章。公众号和微博推送文章 668 篇；澎湃新闻平台发
文 492 篇，总点击量 4224 万；今日头条平台发文 781 篇，总点击量 337 万；百度百家号平台发文
810 篇，总点击量 3.6 亿。相关遴选文章如下：

世界经济两大板块变化趋势研判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WTO 改革—兼论发展中成员的差别优惠待遇权利

全球数字经济监管：中国要“拜谁为师”？

新型全球化推进方向研究——兼谈 WTO 改革

科技创新与大国崛起

RCEP 与我国在亚太区域供应链的地位

推动构建全球经贸服务网络

正式加入 CPTPP，还有五道“门槛”

更高水平开放：入世 20 年后的中国抉择

从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看中美经济大循环走向

更高水平开放的内涵、逻辑及路径

拜登政府“多边主义”政策转向下中美贸易摩擦走向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审慎评估美国供应链重构政策及产业转移应对

大变局、双循环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经济双循环——布局全球与扩大内需

中美科技关系走向研判

“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全球货币重新进入寻锚阶段，避险要靠双循环

促进形成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十字路口的选择：欧盟的战略转型与中美欧关系

在疏通循环中实现平衡增长的若干思考

中国 - 中东欧“17+1”合作遭质疑，该如何应对？

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问题

欧盟模式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发达国家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政策的影响

国家“十四五”首次纳入完善“一老一小”内容

大选背景下德国的政党格局及对华政策

降准是我国应对外部供给冲击的“先手棋”

中国与欧洲——从区分“你我”到寻求“我们”

构建我国金融安全边界体系的政策建议

不是“新冷战”与“走向新两极”

加强疫情常态化挑战下的供应链韧性建设

中国需要新的叙事方式

聚焦全球产业链变革，全方位探索投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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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规则应更透明，否则会冲击产业链

发挥开放枢纽优势，成渝可打造“海陆空铁水”

让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制造”推动行业发展

组合港

解决科技“卡脖子”要谨防“科技烂尾楼”

“境外产业园”模式破局中国企业“走出去”

湾区之问：内忧外困，中国科创如何突围？

“十四五”产业园区发展布局与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

南沙可探索建立海洋人才特区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应实现协同发展

核电的战略定位与作用

以河套生物科技为突破，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科创

电力行业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与对策

合作新范式

推动以城市能源转型为重心的“双碳”实践

推动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持续发展

论“双碳”下高耗能产业向西部地区的转移

广东“十四五”规划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

找准低碳转型突破口，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海洋合作

低碳行为数字化，深圳以闭环碳普惠体系助力实

全运会落户粤港澳，可借赛事推动三地规则衔接

现“双碳”目标

推进“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香港将是“重

缺电叠加双控引发“限电潮”，电力低碳转型是

要通道”

解决问题的关键

“爱国者治港”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的关键

应对气候变化要实现减排与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

香港如何“北上”，深圳怎样对接？

开发蓝色碳汇，助力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前景光明

厘清碳中和概念，重视非碳温室气体减排

新定位、新机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观察

强化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深港应构建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经济带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金融科技时代的必然趋势

深港“双城三圈”来了——北部都会区规划解读

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模式的边界条件——高铁与通

深港合作，共塑海洋科研品牌

信设备行业比较启示

开展区域协同创新打造成渝绵“创新金三角”

政府引导基金关键在于分担风险

《海南自贸港法》—中国特殊功能区从政策治理

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的展望与建议

迈入法律治理的里程碑

以综合授权改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海南自贸港可在“双循环”中发挥枢纽作用

雅虎退场，中国互联网平台告别“流量竞争”时代？

“十四五”期间国家用海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从“一键盗图”论跨平台联防联控的新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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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十四五”时期治理平台经济的重要手段

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

“无人区”创新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

从平台治理看平台营商环境

深圳高质量发展

促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助力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无序扩张划定红线

技术创新和革命完全能够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

运用新技术和手段助推私募健康发展

认清新形势，正视问题，推进新疆兵团高质量发展

能否跻身全球标杆城市，在于营商环境是否国际一流

政府首席数据官设立，推动公共数据协同治理

搭建链接机制，转化基础研究

双节行情助力，消费板块是否迎来投资节点？

《数据安全法》消除数字经济达摩克利斯之剑

构建新发展格局，补短板创新机

探索建立统一的居民消费领域碳交易体系

区块链公益亟需政策法规护航

旅游业融入“双循环”路径探析

如何教育才有未来？——兼论中国教育的“危”与“机”

供应链是区块链最大的应用场景，大规模商业化

中国在 100 万亿 GDP 之上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

构建“十四五”深圳职业技能训练制度环境

即将来临

国家战略和策略影响下的房地产趋势

从职业技术大学合并风波看职教机制变革

为“区块链 + 实体经济”松绑，区块链不等于比特币

软着陆化风险，增供给抑房价

服装行业“焕新装”深圳品牌走向世界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及创新思路

我国都市圈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

深圳继续发扬特区精神，解放思想再出发

创新的集聚性、开放性与国家创新体系的着力点

新型城镇化从“规模与速度”向“质量与品质转变

先行示范不只经济，还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

生物样本数据驱动竞技体育变革

在城市“泛园区”模式的背后，我们看到城市发

深圳科技创新：经验、短板与路径选择

“限高令”这一剂猛药，能否造就我国县城经济

展的五大变化

深圳如何建设具有深圳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发展的转折点

解惑产业“空心化”：城市群加速一体化下的

深圳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发动机”

从深圳、海南、上海浦东等授权立法看“地方制

深圳角色

深圳成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

度创新自主权”

从数字农业产业带看，乡村振兴中平台经济新使命

深圳基础研究的问题、方向及策略建议

要围绕大市场来构建新的产业能力

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演变与创新

深圳加快发展免税商业的必要性和建议

产业云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实现经济的增长不能指望靠提高生育率

建设海洋强省，大任降于深圳

打造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实现制造业最大规模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靠社保还是补贴？

新型智库如何助力城市发展？

化和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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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综研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
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关注国内外热点前沿
议题，积极开展学术活动，聚集跨界智慧，
发挥智库服务决策的作用，努力在传播中国
特色发展理念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致力于为
国家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

ACADEMIC
EXCHANGE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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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学术会议
Conferences & Seminars

第 29 期全球金融中心
指数发布会

高质量发展与深圳空间
治理创新研讨会

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联合
发 布 第 29 期“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指
数”，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等方
面对全球 126 个金融中心进行评
分和排名。来自中银国际研究公
司、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南方科
技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
国金融发展与全球金融中心建设
等问题进行研讨。

我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经管学院联合举办“高质量
发展与深圳空间治理创新”研讨
会。来自经济、土地、城市规划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制度改革、
产业结构、空间规划、城市治理
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2021 中国 - 东盟
智库峰会

我院与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
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马来西
亚金斯利战略研究所、菲律宾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越南中央经济管理
研究院、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等智库联合举办 2021 中国 - 东盟
智库峰会，重点探索 RCEP 框架下
中国与东盟合作新模式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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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合作
研讨会

我院与德国发展研究院、意
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西班牙埃
尔卡诺皇家研究所、匈牙利科学
院、荷兰国际关系研究院、丹麦
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欧洲智库共同
探讨国际变局下中欧合作的现状
与未来，为稳定中欧关系发出客
观、理智的“智库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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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机遇与挑战
报告会

第八届中国软科学奖
颁奖典礼

我院与意大利智库安博思联
合举办主题为“中国市场机遇与
挑战”报告会。院长樊纲为意大
利及欧洲企业家分析并解读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回应欧洲企
业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
形势关切，增强欧洲企业家在华
投资的信心。

为推进中国软科学事业发展，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举
行第八届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
各界友人共同见证本次颁奖活动。

2021 中国智库论坛
暨综研院北京年会

我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
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国智库论坛
暨综研院北京年会。面对疫情冲
击，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
战明显增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
全与稳定也成为中国经济安全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次会
议重点探讨了“双循环”格局下
的中国产业链安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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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
沪津深三城论坛

我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以
及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
举办第十七届沪津深三城论坛。
本次会议旨在贯彻低碳发展新理
念，探索城市治理新措施，推动
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并重
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城
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愿景与目标、
政策与行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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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生物科技合作
研讨会

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研讨会

我院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团结香港基金联合举办“深
港生物科技合作”研讨会暨报告
发布会，共同展望深港生物科技
合作以及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的前景和机遇，为深化深
港两地合作，推进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建设，支持香港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智慧力量。

我院举办“ 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研讨会，探讨如何加强和改
进平台经济监管的思路与路径，
以更好更理性地引导公众认知数
字化平台，助力政府监管部门更
加科学地评估平台，推动平台经
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碳中和与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论坛

我院与联合国亚太可持续商
业联盟、德国波恩大学、荷兰国
际关系研究所、英国石油公司、
英国儿童基金会、斯德哥尔摩环
境研究所等机构共同举办“碳中
和与绿色经济发展”国际论坛，
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低碳行动，
为推进国际社会在绿色发展的协
调与合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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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势 2021
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

紧 随“ 两 会” 步 伐， 马 洪 基
金 会 举 办“ 问 势 2021”。 展 望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要面对
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多，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与否，将
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捍卫经济全球化、更好体现
大国责任与担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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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对话：中国入世 20 年

新形势下的中日产业发展研讨会

我院与香港美国商会联合举办“中
国入世 20 年的回顾与展望”高端对话会。
院长樊纲与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
基分别就未来中美关系发展、WTO 改革
等议题进行线上对话。双方建议在全球
疫情背景下，中美应尝试建立有效沟通
机制，为双方加强沟通提供重要渠道。

我院与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日本横
滨国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盘古智库等机构共同举办“新形势下的中日产业
发展”研讨会，探讨如何应对疫情给区域产业链
和供应链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 RCEP 生效后中
日产业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后脱欧时代的中英合作与发展研讨会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我院与英国皇家工程院、伦敦金融城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伦敦大学学院等英国
机构联合发起“后脱欧时代的中英合作与
发展”研讨会，旨在加强中英两国在资本
市场、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领域的交流。

我院举办“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旨在以新理念统筹推进生态系统治理，
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与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来
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进行研讨。

全球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对话

中非合作与中国经济特区经验交流高层对话

我院与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
俄罗斯莫斯科、卢森堡、阿联酋阿布扎比、
韩国釜山、中国香港等金融中心机构联
合开展“可持续的未来”全球金融中心
对话会，为推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凝聚
共识，携手迈向绿色发展之路。

我院与南非行政学院及南非贸易、工业
和竞争部联合举办“中非合作与中国经济特区
经验交流”高层对话。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为来
自南非各级政府的 100 多位官员介绍深圳经
济特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会议对加强中非之间
的学术交流，传播中国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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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湾区专家
对话会

我院与旧金山湾区委员会、
缪尔肯研究院、斯坦福国际研究
所等美国机构共同发起中美湾区
专家对话会，从区域合作层面探
讨中美湾区在创新发展、产业投
资等多领域的互鉴，通过点对点
交流，实现双方的互动与理解，
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1

2

3

4

1. 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参
加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论坛
2. 院长樊纲出席 2022 年国际局势与中
国政经形势展望讨论会并作主题报告
3. 住深省政协委员、副院长曲建出席广
东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并发言
4. 院长助理、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
宇劼参加深圳市罗湖区建言资政会

2021 全球华人
经济和科技峰会

我院与马来西亚智库联合举办
2021 全 球 华 人 经 济 和 科 技 峰 会，
为全球各地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
以及专家学者搭建对话平台，增进
各地华裔华侨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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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津港合作高峰
论坛并致词
6. 院长樊纲、副理事长李罗力出席第
87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7. 院长助理、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
所所长刘国宏出席 2021 投融资创新
论坛并发言
8. 副院长武良成出席市政协专题协商会
并发言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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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1.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使一行访问我
院，双方就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交流。
1

International

2

5. 泰国驻广州总领事宏希一行访问我
院，双方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现状、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关系与
作用等问题展开交流。

5

2.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耿欣一行访问我院，
双方就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问
题进行交流。

6. 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沈立一行访问
我院，双方围绕中新两国智库交流
与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
6

Domestic

3

3. 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罗德杰一行访问
我院，双方就我国及深圳“十四五”
规划期间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进行交流。
4.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士一行访问我院，
双方就 2021 年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我
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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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带队赴我院调研。

7

8.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开放司
原司长赵艾一行访问我院。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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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大平一行来我
院调研。
2. 中山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
徐剑一行来我院调研。

1

2

5.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陈家喜一行访问我院。
6. 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
阁一行赴香港贸发局深圳办事处
交流。

5

6

7

3. 广东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钟明一行
访问我院。
4. 招商局集团首席战略官及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张军立一行访问我院。

3

7. 深圳市罗湖区委党委、统战部部长
吴欢一行率队来我院调研。
8. 苏州科技大学副校长施琴芬一行访
问我院。
9. 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
刘哲峰一行访问我院。

8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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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与公共影响力
Public Influence

思想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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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
大事记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我院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开局之年。
在院理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国家发展战略，
我院稳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积极为各
级政府提供研究与咨询服务，全年工作取得
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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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 月，院长樊纲发表于《管理世界》2020
年第 4 期的论文《“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
“特征性问题”》被评为《管理世界》2020 年“十
佳”优秀论文。
1 月 12 日，我院运营的政务平台“综合开
发研究院”第三年获得澎湃政务号“2020 最佳
政务传播 - 大学和智库奖”。

02
2 月 1 日，我院党委组织召开 2020 年度民
主生活会，集中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
2 月 3 日，我院举行 2020 年度总结表彰大
会及迎新春联欢会。

03
3 月 2 日，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士一行访问
我院，双方就 2021 年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交流。
3 月 11 日，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罗德杰一
行访问我院，双方就我国及深圳“十四五”规划
期间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进行交流。
3 月 11 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
会“问势 2021”理事报告会在我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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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联
合发布第 29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3 月 31 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开
放司原司长赵艾一行访问我院，并进行调研交流。
3 月，我院获得 2020 年度深圳市“党政信
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04
4 月 12 日，我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经管学院联合举办“高质量发展与深圳空间治理
创新”研讨会。
4 月 13 日，我院与团结香港基金联合召开“深
港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体制机制优化”圆桌会。
4 月 14 日，招商局集团首席战略官及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立一行访问我院，并就新发展
格局下香港经济发展前景及中资企业在港发展的
机遇挑战进行交流。
4 月 19 日，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大平一行
来我院调研，并进行交流。

05
5 月 11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 2021 世
界经济特区（深圳）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5 月 16 日，深圳市第六届政协委员、我院
副院长武良成继续留任，并当选为第七届政协常
务委员。
5 月 19 日，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和研究员明亮当选深圳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5 月 19 日，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一行访
问我院，双方就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中的角色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交流。
5 月 20 日，我院与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
资源委员会联合举办“后脱欧时代下的中英关系
与合作”研讨会。
5 月 21 日，泰国驻广州总领事宏希一行访
问我院，双方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大
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关系与作用等问题展开交流。
5 月 25 日，深圳智库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并主持由深圳智库联
盟、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21 深
圳智库峰会。

4 月 20 日，福建省漳州市副市长崔为磊一
行访问我院，双方就未来合作交换意见。
4 月 28 日，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东文一
行访问我院，并进行调研交流。
4 月 29 日，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浙江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华富一行访
问我院，并进行座谈交流。

06
6 月 3 日，院长樊纲出席华为智慧金融峰会
2021，并以“数字经济与中国发展新阶段”为题
发表主旨演讲。

6 月 8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邱宣来我院调研，深
入探讨了科技智库建设与发展问题。
6 月 17 日，我院与马来西亚金斯利战略研
究院联合举办 2021 中国 - 东盟智库峰会，主题
为“RCEP 与区域合作新发展”。
6 月 18 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我院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
“把握十四五，提速大湾区，共创新辉煌”2021
年年会学术研讨会。
6 月 20 日，院长樊纲出席由凤凰网、中国
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 2021 凤凰网（夏
季）财经峰会暨天籁思享荟，并以“全球经济变
局：贸易、产业与资本”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6 月至 7 月，我院党委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
6 月 29 日，我院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荷兰、丹麦、匈牙利等智库联合举行“中欧投资
合作：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07
7 月 1 日，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
席由深圳市社科理论界主办的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并发言。
7 月 12 日，我院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
7 月 21 日，我院与意大利智库安博思联合
举行“中国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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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我院召开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
会议。
7 月 23 日，我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
基金会联合举行中国智库论坛暨 2021 综合开发
研究院年会，主题为“双循环”发展战略与国家
产业链安全。
7 月 23 日，第八届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
7 月 24 日，我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
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第十七届沪津深三
城论坛，主题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城市可
持续发展战略”。
7 月 26 日，我院与团结香港基金、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发布《策动湾区港深引擎·孕
育生物科技新机》生物科技政策研究报告。
7 月 30 日，院长助理、智库研究与信息部
部长郑宇劼当选深圳市罗湖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会长。

9 月 15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
任冯巍访问我院，并与我院相关研究人员进行了
座谈交流。

10 月 26 日，我院举行“生态环境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研讨会，同时发布《陕西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 2020 年度报告》。

12 月 6 日，我院与南非行政学院及南非贸易、
工业和竞争部举行“中非合作与中国经济特区经
验交流”高层对话。

9 月 17 日，我院主办“碳中和与绿色经济
发展”国际论坛。

10 月 30 日，院长樊纲、副理事长李罗力出
席第 87 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12 月 9 日，由我院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联合承办的深圳市直机关工委系统直
属党组织书记联席会议第四组第三次会议举行。

9 月 24 日，我院与世界银行、深圳巴士集团、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联合发布全球第一份基于实
际案例的公共交通全面电动化研究报告：《公共
交通电动化的深圳经验—深圳巴士集团探索与实
践》。

11

12 月 10 日，我院与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
研究所联合举办中美湾区对话会。

11 月 1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第三届“深
圳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并发言。

12 月 10 日，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所长
奚俊坚一行访问我院并进行座谈交流。

9 月 24 日，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联
合发布 3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11 月 3 日，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委员、我院
院长助理郑宇劼出席罗湖区“两会”。

9 月 28 日，我院新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
国平台经济健康指数》正式发布。

11 月 4 日，我院与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横滨国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盘古智库等机
构联合举办“新形势下的中日产业合作与发展”
研讨会。

12 月 15 日，副院长曲建出席深圳博士博士
后创新创业中心启动仪式暨“博采众长湾区创业”
论坛并发言。

9 月 30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由马来
西亚金斯利战略研究院主办的 2021 亚洲经济及
企业家峰会，并以“疫情常态化下中国经济增长
的驱动力”为题发言。

08

10

8 月 30 日，我院与瑞士南方科技大学联合
举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专题青年学生宣讲会。

10 月 20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港澳及区
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出席 2021 年深圳智库
联盟第二次峰会。

09

10 月 21 日，我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发展
研究所编制的《2021 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正式发布。

9 月 3 日，深圳市市长覃伟中带队赴我院调
研，院长樊纲、常务副院长郭万达、院长助理兼
办公室主任刘瑞等陪同参观，并汇报我院的工作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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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深圳市政协主席林洁一行来我
院调研与交流。

11 月 19 日，我院第九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11 月 29 日，深圳市政协常委、我院副院长
武良成出席深圳市政协七届四次常委会议并作报
告发言。
11 月 29 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耿欣一行访
问我院，双方就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12

12 月 17 日，由我院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等机构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乡
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广州举行。
12 月 28 日，我院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同时发布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12 月，由我院自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余宗
良领衔完成的《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研究报
告》获海南自贸港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1 年，院长樊纲当选“2021 中国经济年
度人物”。
2021 年，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
入选“广东省人文社科普及基地”，荣获“红旗
党支部”光荣称号。

12 月 4 日，院长助理郑宇劼出席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民主：全
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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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List

National Macro Strategy and Economic
Policy

Study on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jointly promoting Shenzhen-Hong
Kong eastern development circle

Study on Jiangmen'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Shenzhen

Study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joi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udy on the alig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Macao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zon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Lok Ma
Chau Loop

Action plan of Jiangmen in alignmen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zones in Hengqin and Qianhai

Research on the leading rol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 strategy
under RCEP and other rules

Planning revision and related policy feasibility study of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zon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udy on China’s demographic change and family support
policy system

Development pla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2035 long-term plan of the China-SCO loc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Hong Kong
experimental zone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udy on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Study on China’s pathways for achieving peak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of
China

Monthly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metropolises

Study on financial service demand in Shenzhen-Hong Kong port
economic belt and compilation of consumption index of Luohu
port

Study on the policy system for the promotion of realizing
"double carbon" target

Regional Economy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alignment strategies of Shenzhen and Northern
Metropolis

Study on optimizing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layout

Study on the alignment of rule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 case study of cooperation
platforms in Hengqin and Lok Ma Chau Loop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integration of Zhuhai and Macao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Study on approaches to deepening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Hainan and Guangdo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asing market access and building Hengqin into a flagship of
serv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problems of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untermeasure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trend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internet economy

Study on "Hengqin-Macao" convenient customs clearanc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ROK (Changch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Study on regulatory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latform
economy

Study on the schem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freight clearance innovation bas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zone in Shunde Foshan

Study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financial tax

Study on the lates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onstruction schem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characteristic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Huizhou

Study on group-base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 in Horgos
international border cooperation center and supporting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Study o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umer
market

Suggestions on centrally administered SOEs supporting Hong
Ko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ongguan's open
economy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on China postpandemic
Study on the layout adjustment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Study on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ountermeasure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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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adapted to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zon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udy on the action plan for cultivating high-end think tanks in
Shenzhen
Study on Zhuhai’s talent scheme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pen Economy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2021)
Study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Study on action plan for the innov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processing trade industrial park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free trade zone in
Cambodia
Compilation of detailed regulatory planning for Jilong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in Tibet

Study on the Wuhu's strategy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 base of "China-ASEAN" cross-border railwa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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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public housing systems between
Shenzhen, global bay area cities and global benchmark cities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business model planning of wuchang
fishing port economic zone in Wanning Haina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Daya bay emerging
industrial park in Huizhou (2019-2025)

Strategic planning of Qingdao Huan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metropolitan
area" and fostering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heme industrial park in Xiaoshan
Hangzho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D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Zhongkai high-tech zone in Huizhou

Study on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Chengxi area in
Putuo Zhoushan

Study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East Lake
Science City Wuh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of "greater third ring road" in Anxi
Quanzhou

Study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Shenzhe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uhan
engineering survey and design industry

Industrial planning of Zhidong platform in Zhili Huzhou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marine industry in 2021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oriented parent fund industry

Study on marine econom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Qianhai Shenzhe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njing financial center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eastern marine ecological
tourism circle between Shenzhen's Dapeng new district and
Hong Kong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and expanding Shenzhen'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service network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RI trade ports in Qianhai
Shenzhen
Study on shipping policy and experience of Shenzhen free trade
port
Study on deepening Qianhai-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strateg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industry in Qianhai Shenzhen
Policy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oadmap of cross-border
flow of sci-tech innovation resources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n Qianhai
Pilot project for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ay area standard" for service
trade in Qianhai
Study o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Shenzhen's
Longhua district and Dongguan City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udy on industry and policy of Tacheng pilot zone master plan
project in Xinjiang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Manzhouli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irect management area of Chengdu in Tianfu new district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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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cessing trade industry in
Xuxiang new district Nanning
Specia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Sino-Singapore Guangzhou Knowledge City (2021-2035)
Master development plan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in Hongqiqu Linzhou (2021-2030)
Development plan of Danzhou industrial park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y on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Mawan area in Qianhai Shenzhe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Qianhai territorial planning
in Shenzhe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Dongbao industrial zone in
Shenzhen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planning of Longgang Shenzhen (20202025)
Industrial planning of adjustment plot for Shawan river
interception and drainage project in Shenzhe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ianhe Guangzhou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anlongwan highend innovation cluster in Fosha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mpil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lan of Foshan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Industrial study on the east block of northern Daya bay center,
Huizhou

White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center
(Chengdu) (2021)
Study on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engdu as a
western financial center in 2021

Industri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phase one) in Dapeng
Shenzhe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Meishan

Study 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six beach-sea
areas in Dapeng Shenzhen

Study o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financial index
(2021)

Study 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 Nano
valley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in Qianhai
Shenzhen

China platform economic soundness index report

Study on the pathways for building Shenzhen into an
interna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outline of 2035 long-term goals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of Qianhai Shenzhen
Policy suggestions o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Shenfang
park in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zon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Lok Ma Chau Loop
Study on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and education chain in
Shenzhe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 Qianhai Shenzhen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it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Bao'an Shenzhen

Global ocean centers - Qingdao index

Study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cultural
industry in Shenzhen

Study on Greater Bay Area enterprises entering Guangxi
(undertaking seaward industries)

Study on industry chain of digital culture in Longhua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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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industry of Futian Shenzhen (2021-2023)

Study on TOD pre-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Pingshan station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hub in Shenzhen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of Sichuan-Chongqing
Gaozhu new area

Regulations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atural disasters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Study on industry planning and supply chain independence,
safe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Banxuegang world-clas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cluster in Shenzhen

Study on TOD pre-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Guangmingcheng
station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hub in Shenzhen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Hangjinqi, Ordo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y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Shenzhen in 2021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study on retention of cargo inspection
function and functional upgrade of no.1 passage in Shenzhen

Study on Zhuhai'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nsultation on budget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research project of Shenzhen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bureau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y 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Bao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 and surrounding areas

Review 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research project budget
of Shenzhen

Study on China’s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ontrol
mechanism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Kutao community renovation project in
Laoshan Qingdao

Annual report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Qinling mountains

Special planning for upgrading and renovation of old industrial
park in Chengyang, Qingdao

Study on improving the work and security system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etired military personnel
in Shenzhen

Planning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ow-carbon city

Maste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ngshan Lake Science City
in Dongguan

Study on green financial policy for Shenzhen international lowcarbon city

Study on func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ast Lunjiao area in Shunde Foshan

Work plan for the pilot project of optimiz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n
Foshan

Pilot demonstration study on peak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of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urban renewal unit in Shangwei area in
Longgang Shenzhen

Performance appraisal scheme of industrial housing in Futian
Shenzhen

Study on implementing national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in Nan'ao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Shuiwei Tai'an urban renewal unit in
Longhua Shenzhen

Study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Futian Shenzhen’s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public services in Futian CBD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ong the pearl river in
Huangpu Guangzhou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urban renewal unit in old industrial zone
of Datian Yangnan area in Bao'an Shenzhen

Study on demand for service purchase model of 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 & law enforcement in Futian Shenzhen

Study on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pearl river
international slow island in Guangzhou

Industri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key urban renewal unit
in Bao'an Shenzhen

Study on the calculation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s in key
area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Longhua Shenzhe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nghu ecological smart zone in
Huizhou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dustri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key urban renewal unit
in Luohu Shenzhen

Study on the overall planning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mode of Songshan Lake Science City in Dongguan

Study on pathways and implementation scheme for innovativ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Nantong high-tech zone

Urban renewal of Honghualing industrial zone of Nanshan
Shenzhe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lan of Songshan Lake High-Tech
Zone in Dongguan (2021-2035)

Study on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Nanliu river basin of Guangxi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ning of Chaozhou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ability of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areas"

Consultation on Guangming Science City of Shenzhen and
Songshan Lake Science City of Dongguan jointly building the
start-up area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driving training
industry in Chengdu and study on project planning and industrial
function planning of smart driving schools
Consultation on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reform decision of
Yunnan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oreign trade in
Nansha Guangzhou
White paper on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2020)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rade logistics development of
Qianhai Shenzhe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industry in Qianhai Shenzhen
Study o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of fashion industry
in Longhua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feasibility study for Hisibi culture and
sports innovation center in Shenzhen
Policie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ashion
industry in Dalang Fashion Town, Shenzhe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irport-type national
logistics hub for Shenzhen
Study on the planning of airport-type national logistics hub for
Shenzhen
Study on business orientation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lanning for Guangmingcheng station hub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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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Chaozho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udy on market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ing whole chain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ming
Science City, Shenzhen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henzhen Bay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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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ateg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Media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ong Kong'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erchants Group's real estate and shipping sector in Hong Kong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GNPC's business operation in Hong Kong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China Merchants
Group's Dalian Taiping Bay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zone
(2021-2035)

Study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salary incentive scheme
of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 Co.,
Ltd.
Tiered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accounting firms
in Shenzhen
Project proposal of Mengniu Group for building a modern
national reserve center for dairy products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ourism loop project in western
Chengdu
Case stud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Study on business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are
parts of China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phase one project of Yantian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in Shenzhen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RI import trade service platform
by China Shenzhen Foreign Trade (Group) Corp.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wind power project of Shenzhen High
Speed New Energy Holding Co., Ltd.

Planning scheme of Mawan project of Zhongyi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on Wailingding is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adquarters and Wanshan ocean sci-tech innovation
town project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for Shenzhen Railway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Shenzhen Aerospace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Shenzhen Longhua Industrial Capital
Investment Co., Lt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Shenzhen Pingshan Cit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Co., Lt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easibility study on Shenzhen international-Zhongshan
Minzhong integrated logistics port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on outlet development in Dalang Fashion Town
in Shenzhen
Feasibility study on OCT Future City in Jingxiu Baoding
Feasibility study on Bashan Jingu cultural tourism zone project
in Yichang

Strategic planning for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 Co., Lt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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