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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

Congratulations

2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祝贺我院入选

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

2015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公布了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单位的名单，我院作为社会智库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旨在重点

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

际知名度的高水平智库。院名誉理事长陈锦华对我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单位做出重要批示。

为落实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精神，我院积极推进相关各项工作。12 月 10 日

召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座谈会”，重点围绕“高端智库如何聚焦国家发展亟需

的重大公共政策”与“高端智库如何在组织体制上建立更加有效的运行机制”等

问题进行讨论。

  智库建设座谈会



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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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新使命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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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长项怀诚与院理事会领导出席我院年会

2. 名誉理事长李灏出席我院年会

3. 理事长项怀诚参加我院学术活动

4. 常务理事张鸿义出席我院学术活动

5. 院长樊纲在我院学术活动上发言

6. 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

    副理事长尹汉宁来我院指导工作

7. 副理事长郑良玉出席我院学术活动

领导关怀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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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院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2.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来我院调研

3. 理事长项怀诚、副理事长邵汉青出席我院学术活动

4. 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深圳市原副市长 

    唐杰来我院调研

5. 副理事长李德水、秦文俊参加我院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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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工作概述



新起点与新发展

围绕着智库建设与提升的大方向，2015 年，我院持续开展公

共政策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

供客观、务实和可操作的决策建议，全年共完成 204 个研究

与咨询项目。同时，积极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向国际推

介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充分发

挥社会智库的桥梁作用。智库建设，人才是关键，为此我院

不断优化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对年轻人员的培养和团队精神

的塑造。过去的一年里，我院发展充满新的契机与挑战，在

全院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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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公共政策研究

2015 年，在理事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指引下，按照项怀诚理事长提出的工作目标和

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院持续关注国家开放、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在

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1、《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根据名誉理事长陈锦华的重要指示，我院持
续跟踪、研究编写《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力争形成我院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研究品牌。该研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为主题，围绕我国近两年区域、经济、

社会等领域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研究得到深圳市综研软

科学发展基金会资助。

2、《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思考》十八大以来，特大城市发展日益成为新型城
镇化的重点问题。我院将《打破人为设限，顺应发展规律——对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

问题的思考》列为年度重大研究课题。该项研究从对特大城市的再认识、央地关系、区

际关系、城市病的关键性问题着手，在人口流动、资源配置、行政区划调整、城市管理

改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 以期能够为中国未来城市化和特大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

决策支持。该项研究得到了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3、《“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结合我院 2015 北京年会讨论的内容，
并邀请胡鞍钢、巴曙松、贾康、王建等多位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撰稿，

探讨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以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问题。

4、《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该书对香港经济结构、增长速度、竞争力、功能、经济与
民生、自由经济制度、政府施政、未来发展方向、创新驱动、内港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书出版得到了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5、《城市化质量与转型升级》该项研究包括城市化质量及公共服务改革、产业转型
升级及海洋经济、金融开放及香港的挑战等，是我院研究人员在课题咨询实践中总结出

来的真知灼见，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

意义。该书出版得到了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6、《我们的深圳》和《我们的乡村》 银湖沙龙是由我
院研究人员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性学术活动平台，主要关注

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深圳的发展，至今已运行十年，

共举办了一百余期沙龙活动，每期都吸引上百名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在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院从中辑

成《我们的深圳》和《我们的乡村》两本专著，一部以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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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圳城市公共事务思考为主题，一部以中国城市化大潮下乡村与城市共同繁荣为主题。

二、以开放的视角，探索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路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家顶层以国际

视野布局了“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使

我国的对外开放得到进一步发展。顶层设计与基

层创新两者相结合，使我院对于“走出去”的研

究也在不断积累。近年来，我院围绕中国经济特

区的发展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咨询业务。国际合

作研究在 2015 年呈现出质和量的双飞跃。

1、继续扩大咨询“走出去”和国际合作的范围。围绕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持

续开展国际咨询业务。2014-2015 年，受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委托，我院开展了

《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总体规划》研究，规划报告已于 2015 年 10 月获世界

银行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认可通过，核心内容被纳入《埃塞俄比亚特殊经济区公告》，

并作为国家顶层法律颁布实施。2015 年 3 月，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我院开展了《印度

威扎吉 - 钦奈工业走廊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有针对性地分享我国在特区规划、

建设及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

2、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我院与国际智库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项目。2015 年

4-6 月，我院与美国洛基山研究所（RMI）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并参与了《重塑能源——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中国版）》一书关于交通物流部分的顾问、文本修订工作。

11 月，院物流所撰写的英文版《中国物流白皮书》与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

合作举办全球发布会，扩大了中国物流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我院还参加了世界银行环

境基金赠款广东绿色货运试验项目的案例评估分析。2015 年，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

公厅和交通部邀请 , 我院与招商局集团共同参与了《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2020 年国家

物流体系发展纲要》修订工作。

三、发挥优势，为各级政府提供务实性的研究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随着各级

政府“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全面开展，我院咨询业务稳步增长，全年共完成研究咨

询项目 204 个。在巩固现有专业领域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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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特区规划、建设及管理的经验研究。我院长期关注园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

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树立了品牌形象。2015 年，我院承担了商务部应急课题“中国

特殊经济园区发展模式和经验研究”和重大调研课题“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研究成

果转化为商务部的内参文件，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2、持续深入开展港澳问题和深港合作研究。随着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情况、新

变化，港澳问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我院继续发挥优势，与各级政府合作开展多项研究。

一是参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牵头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台港澳定位》研究，负

责《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二是与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

省港澳办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展《粤港澳合作机制创新》研究；三是受省港澳办委

托开展《粤港澳湾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作用及建设的路径措施和政策建议》研究；

四是承担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的《香港未来三年（2015-2017）政治经济发展

格局及深港合作策略》研究；五是承担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委托的《推进深港口岸通关便

利化研究》；六是承担深圳市港澳事务办公室委托的《香港青年问题的解决及深圳的施

为空间》研究。

3、继续积累五年规划编制的成功经验。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

是各地各级政府“十三五”规划编制年。今年以来，我院参与“十三五”规划项目 50 余项，

包括前期研究、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总体规划覆盖深圳、重庆、洛阳、泉州、新疆等

地方政府，以及机场、港口、地铁等大型公用事业国企。专项规划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科技创新、社会建设、教育发展等产业规划。

4、长期跟踪研究海洋经济。一是在海洋经济研究咨询领域的影响力快速提升。今年以来，

我院陆续承担了广东省、广州市和南沙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有效提升了

我院在珠三角及广东省地区海洋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二是在深圳的研究课题得到持续延

伸，主要承担了《深圳市海洋经济“十三五”规划》、《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产业规划》、

《深圳市海洋产业 2014 年发展报告》及《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

等课题，并筹备出版《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蓝皮书》，进一步巩固我院在深圳海洋研究

领域的地位。

5、区域物流规划品牌辐射全国。今年我院陆

续完成《兵团第六师“十三五”规划》、《兵团

第六师五家渠市保税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喀什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及园区建

设规划》、《库尔勒星凯集团库尔勒综合商贸物

流项目可行性研究》以及《成都青白江保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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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B 型）实施方案》，并与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研讨会，

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的相关政策建

议。

6、尝试拓展利用深圳资源辐射内地的咨询

模式。自 2014 年深圳市与洛阳市开展合作以来，

我院及深圳市建科院组成工作组，按照“顶层谋

划、交流合作、试点突破”的总体思路，从市、区、县层面全力推进洛深合作。在规划

咨询方面，承接了洛阳市政府的 7 个产业专题研究和《洛阳市“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洛

阳高新区产业发展咨询服务》、《洛龙高新区产业发展咨询服务》、《涧西区产业发展

咨询服务》、《洛阳伊川县电子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规划》、《洛阳国宏集团发展战略

研究》、《洛阳综合保税区产业规划与可行性研究》的编制工作，并从成果咨询延伸到

资源对接的过程咨询，为洛阳市各级政府搭建洛深沟通与合作的渠道与对接机制。同时，

咨询服务还延伸到培训领域，利用我院培训中心平台和专家网络，为洛阳市各级干部提

供各领域的专业培训。洛深合作的这种方式未来可以在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合作项目中加

以借鉴和推广，建立起利用深圳资源服务于广大内陆地区的新模式。

7、“基地”运作模式持续助力城市化课题研究。2015 年，我院重点围绕重庆、佛

山、泉州三大研究基地，承担重庆四个区的“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和转型升级专项研究，

承担泉州市及区县专题研究和“十三五”规划编制，为佛山市多个区开展农村政策、城

市战略、城市转型和更新的研究。协助福建石狮成功获批“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综合近十年的跟踪研究，将长沙县作为“县域发展的全息样本”，以案例研究为基础，

编辑出版《改革就是创造》专著。

8、对商业发展趋势、消费升级趋势长期深入研究。建立深圳市历年商业网点数据库。

我院在全市商业规划和研究领域一直保持领先优势。2015 年，先后编制《深圳市商贸流

通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龙岗区商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商业网点

规划（2015-2020）》、《中国消费升级趋势及深圳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研究》、《深圳

培育新兴消费热点研究》、《深圳市基本生活物资应急储备方案研究》、《2014 年深圳

市商业网点数据更新调查》，站在商业研究的前沿，对当前消费升级趋势及深圳新消费

热点的培育做了深入研究。

9、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形成品牌。我院持续推进生物、互联网、新材料、下一代互联网、

云计算、高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年度跟踪监测研究，形成了《深圳生物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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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深圳互联网产业发展报告（2015）》、《深圳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15）》、

《深圳高技术服务业基地年度总结报告（2015）》、《深圳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

年度总结报告（2015）》等系列研究咨询成果。

四、立足深圳，做好市委市政府的智囊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试验田。多年来，我院始终秉承“立足深圳”

的创院宗旨，积极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调研课题，研究总结深圳经验，并发挥智库作用，

努力为特区发展贡献智慧。

1、继续完成深圳市政府定向采购课题工作。2015 年我院承担了市政府定向委托的

五项重大研究课题，分别为《深圳在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吸引民间投资的对策研究》、《深

莞惠合作总结与前瞻研究》、《香港未来三年（2015-2017 年）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及深

港合作的策略研究》、《深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法治经济研究》、《智慧城

市建设研究》。五项研究课题均在院内公开招标，得到研究人员的积极响应。为更好地

发挥协调作战的团队优势，我院专门召开院长办公会充分研究，明确各课题组组长及成员，

确保课题按时、高质量完成。

2、认真落实深圳马兴瑞书记来院调研的讲话精神，有序开展课题研究。9 月 6 日，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一行来我院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现场布

置了三个研究任务，分别为《深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深圳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研

究》和《深圳城市东进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研究》。我院组织研究骨干成立三个课题组，

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并与市委政研室充分沟通协调，有序开展课题研究。

五、加强学术交流 , 带动影响力的提升

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学术活动是我院拓展合作网络，掌握国际国内动态，传播智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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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2015 年，我院继续保持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各国驻华机构的学术互访，并

结合部分重点研究领域，通过务实举办学术研讨会，为研究咨询项目的顺利完成搭建平台，

并增强我院智力成果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1、中国智库论坛暨北京年会。5 月 8 日，由我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发起

主办的“2015 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论坛以

“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为主题，探讨如何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与矛盾，如何从新的视角为国家规划的完善提供参考，更好地发挥五年规划在宏

观调控中的作用。

2、中国金融中心研讨会。为搭建深圳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高深圳金

融产业竞争能力，在深圳市金融办的指导下，我院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招商银行以及

深圳市前海金控于 6 月 17 和 22 日分别在芬兰和瑞典举行中国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暨深

圳金融中心系列推介活动。深圳代表团成员分别就中国经济、资本市场、银行业发展以

及前海发展做演讲，并通过举办峰会、实地调研、双方座谈等形式推介深圳金融中心，

增进了深圳与国际金融界和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国际合作渠道。

3、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国首发暨 2015 金融中心发展峰会。9 月 23 日，第 18 期全

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第 7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在我院首发，这是全球

金融中心指数首次在中国发布。随后我院举行“2015 全球金融中心发展峰会”，研讨“人

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中心建设”等问题。

4、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9 月

18-20 日，“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在深举行，我院作为会议研讨版块的综合协调机构，

负责慈展会期间研讨会议的整体协调工作，并主办了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国际化专题研讨会”。会议围绕“国

际视野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等话题展开。

5、第八届深港合作论坛。11 月 4 日，由我院、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

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深港合作论坛”在深圳举行。论

坛以“推进科技合作，共建深港创新圈”为主题。来

自深港两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共同

探讨如何充分发挥深港科技领域的各自优势，深化合

作领域，共同打造世界创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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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为推动深圳东

进发展的战略设想，我院联合坪山新区管理委员

会于 11 月 18 日召开“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的 21 位

专家及企业代表，共同围绕“深圳东进、区域协调、

坪山定位”等议题展开讨论。

7、第十一届沪津深三城论坛。12 月 11 日，

“第十一届沪津深三城论坛”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

新区特区的创新发展”，设有“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十三五’规划编制”两

个分论坛。

8、香港政治、社会问题内部研讨会。3 月，我院召开香港问题内部研讨会，与会人

员围绕当前香港的政治、社会及香港与内地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在深的全国港澳研究

会理事出席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9、银湖沙龙。2015 年，银湖沙龙共举办 8 期活动，话题涉及社会组织的成长、中国作

为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景展望、新经济的研究和创新对正处于深度工业化的中国可供参

考和借鉴的意义、区块链给我们带来重构社会的可能性、以德国和美国底特律为例讲述

老工业区的复兴、商业智慧在社会企业中的作用、社区治理等。

六、优化管理机制 , 注重人才培养

自上一个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实施以来，我院人才队伍逐年壮大，研究咨询队伍进一步充实。

通过优化内部管理，不断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1、“2016-2020 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发展目标与保障措施。我院五

年发展规划由院人事、财务、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通过积极征

求各层面人员意见，开展实际调研，结合我院发展基础与现状，结合国家

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要求，探寻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提

出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目标及其保障措施。

2、继续开展员工内部学术交流。建立月度开放务虚会制度，

通过务虚会促进学术交流。会议主要讨论我院新型智库建设、

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工作。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分别介绍近

期课题案例及研究设想，并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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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与团队能力建设。全年共组织两次内部培训，邀请资深研究员主讲并与
听众交流。培训讲座的主题分别为“转型与建态”、“改变思维，改变人生——如何培

养成功思考的能力”。

七、协作发展，下属机构再创佳绩

1、院培训中心  围绕干部培训、企业紧缺人才培训、金融考前辅导三个方
面开展培训工作。中心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了以质取胜而非以量取胜的策略，

在深度和精细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每一个班都是精品班。

2、《开放导报》  2015 年出版杂志六期，分别以《“十三五”规划编
制思路探讨》、《新常态下的内外对策》、《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推进与风险防范》、《融入“一带一路”：破解香港发

展困局选择》和《“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为论题，为《新

华文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参等国家重要刊物所关注并转载。

3、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基金会严格按照新一届理事会决议
和要求开展工作，与我院互相促进、共同发展。2015 年基金会评选出第五届中国软科学

优秀成果奖 1 项、专项成果奖 7 项；资助我院开展系列重大研究课题和举办中国智库论坛，

为我院公共政策研究和智库会议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4、马洪基金会  2015 年是马洪基金会收获颇丰的一年。基金会确立了“政府工作民
间评价”、“构建和发展民间智库平台”、“理事系列专题报告会”、“推动社会治理

的改革和创新”四大发展方向，相继组织了 2014 年度金秤砣民间评议、2015 年度政府

工作民间评价研讨会、改革系列沙龙活动和“问势”系列高端理事专题报告会等活动。

2015 年在深圳市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暨颁奖典礼上，荣获“金鹏改

革创新奖”社会项提名奖；在第七届深圳学术年会新闻发布会暨 2015 年社科类社会组织

工作会议上，获得“全国先进社科组织”荣誉称号。

5、《经理人》 2015 年凭借已有的品牌和影响力继续推进业务转型，深度探索整合营
销之路。通过平面媒体整合新媒体传播渠道，线上整合线下活动，成功挖掘出深商、平

安等优质客户，《经理人·深商》杂志和《深商你学不会》图书成为市场热销书刊。面

对汹涌的新媒体冲击波，《经理人》突围之路日渐清晰，也初见成效。

2015 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展望新的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面对新的使命，我们将

继续发扬老一辈创办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为中国高端智库的建设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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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与咨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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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宏观战略领域
中国与周边问题研究 ; 港澳台问题研究；开放问题研究 ; 改革问题研
究 ; 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

城市化研究领域
区域 ( 城市 ) 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咨询；城市化过程中的各
种制度政策研究；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研究与咨询。

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领域
物流、商业、旅游、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产业方面的发展战略和规
划的研究咨询服务及产业政策的研究与咨询。

区域经济研究领域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研究；深圳、珠三角、港澳及内地经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思路和政策设计研究；其它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研
究咨询。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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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与品牌策划，企业公共关系与外部协调，以及其
他方面的研究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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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

我院一直追踪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理论、新制度、新政策、新措施以及实践的新进展、

新成绩、新问题和新挑战，以期能够为中国在对外开放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政策制定、

问题的解决、风险的防范提供决策支持。本书是中国对外开放报告的第二本。十八大以

后的中国，新一轮更广更深对外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进

一步融入世界产业分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价值链，更体现在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的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更高、开放领域更宽、开放范围更广、开放力度更

大。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出超元

年。本研究聚焦这一核心问题，重点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一带一路”

与资本输出的关系，并分领域、分地域梳理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进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项目总顾问：陈锦华

项目负责人：项怀诚、樊纲 

项目组成员：院研究团队 

宏观战略问题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樊纲

2. 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问题思考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樊纲

3. “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樊纲

4. “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 国家商务部 曲建

5. 中国特殊经济园区发展模式和经验研究 国家商务部 曲建

6. 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张玉阁

7. 城市化质量与转型升级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樊纲

8. 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特殊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 曲建

9. 印度威扎吉 - 钦奈工业走廊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亚洲开发银行南亚司 曲建

10. 《重塑能源 -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中国版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 王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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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决定性时期，也是落实“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对于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进而实现第二个“百

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如何编制“十三五”规划，成

为 2015 年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致力于反思、分析和总结五年规划

的经验与教训，探讨如何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应对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确保中国经

济长期稳定发展；如何从新的视角为国家规划的完善提供参考，更好地发挥五年规划在

宏观调控、战略引导以及区域协调等方面的功能，使规划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项目总顾问：郑良玉

项目负责人：樊纲、许永发

“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

本项目是 2015 年度商务部部级重大课题。自本世纪初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

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出超元年”的历史性突破，对

外直接投资（OFDI）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我国“走

出去”迈入了新的阶段。本项目首先系统归纳了中国“走出去”新阶段的主要发展特征，

提炼了“走出去”战略升级需要实现的五大转型，总结了践行“走出去”战略升级的六

大途径。在此基础上，从产能合作、全球价值链、国内政策体系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面，

具体阐释了实现“走出去”战略升级的可行性政策建议。本课题的研究对于完善“走出去”

的产业规划、构建“走出去”的创新模式、培育“走出去”的长效机制具有决策参考意义。

项目委托方：国家商务部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王振、时鲲、金霄佳、李建宁、刘祥、彭坚、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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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经济园区发展模式和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重要机遇，以特殊经济园区为重

要载体，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积累

形成了以特殊经济园区推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宝贵经验。本课题系统总结了以

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为

重要内容的中国特殊经济园区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特殊经济

园区要在继续巩固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第一代园区基础上，通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

表的第二代园区来承载国家战略新使命，为我国应对全球经贸新趋势、对接国际经济新

规则提供有力支撑，并通过该模式的复制与输出，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项目委托方：国家商务部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王振、金霄佳、陈文彬、时鲲、尹小蒙

城市化质量与转型升级

城市化发展涉及产业的转型升级、城乡社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生态

环境等诸多方面，如果只是速度至上，不尽早实施有质量的发展，将可能积习成弊，形

成恶性循环，给未来留下更多欠帐。所以，相对于追求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提高城

市化质量，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一方面我们要与时间赛跑，在继续推进城市化发

展过程中，尽早树立以质量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理念；同时也要借助改革的力量，向城

市化谋求质量的红利。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民工市民化，涉

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等课题。本研究是我院在相

关课题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包括城市化质量及公共服务改革，产业转型升

级及海洋经济，以及金融开放及香港的挑战。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项目总顾问：樊纲

项目负责人：郭万达

项目组成员：院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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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特殊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

本项目是我院继《毛里求斯晋非合作区实施咨询》项目之后的第二个“走出去”咨询项

目，分为成果咨询和过程咨询两个层面。在成果咨询方面，我院与北京、上海、天津、

苏州等地专家组建的联合项目团队编制的咨询报告立足非洲承接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的

潜力以及埃塞全力推进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趋势，对埃塞实施工业园区战略的布

局策略、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管理模式等进行了顶层战略研究，并借鉴我国及国际经

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进行了德雷达瓦工业园（经济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

概念性空间规划和投资可行性研究。在过程咨询及知识转移方面，我院多次接待包括埃

塞总理顾问、工业部国务部长、埃塞工业园发展总公司首席执行官等在内的高层团队来

中国学习经济特区及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法律政策、运营管理、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国

际最佳经验，加深了对方对中国园区成功模式的理解。

项目委托方：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彭坚、田立明、金霄佳、陈文彬

印度威扎吉 - 钦奈工业走廊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本项目是我院第三个“走出去”国际咨询项目。2015 年 4 月，项目组赴印度首都德里、

安得拉邦港口城市威扎吉、卡基纳达及维杰亚瓦达调研，实地考察了当地经济特区的发

展情况，并与印度中央政府贸工部官员、安得拉邦政府官员、经济特区开发商及当地企

业进行了深入座谈，了解印度经济特区在管理体制、开发模式、优惠政策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及挑战。项目通过深度现状分析与现场访谈调研，定位印度经济特区在管理体制及

产业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分享了中国及东亚国家在特区规划、建设及管理

方面的先进经验，并提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亚洲开发银行南亚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周振邦、金霄佳、陈文彬、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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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能源 -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中国版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RMI）是在新能源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与产业、技术应用推

广机构。2015 年 3 月，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王国文博士拜访总部位于美国科罗

拉多州斯诺马斯的洛基山研究所，建立了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合作关系。4-6

月，王国文博士作为该所特聘专家，参与了《重塑能源 - 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

中国版一书关于交通物流部分的顾问、文本编辑修订工作。11 月，物流所与 RMI 继续合

作，共同参与了深圳绿色低碳城市、绿色物流工作坊，研究开展绿色城市物流的解决方案。

项目委托方：美国洛基山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曹璐

22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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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福建省泉州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福建省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郑宇劼

2. 福建省石狮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福建省石狮市经济局 刘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十三五”规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发改委 王国文

4. 长春市农安县“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农安县发展和改革局 曲建

5. 江西省龙南县“十三五”规划编制及关联研究课题 龙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余晖

6. 深圳市福田区“十三五”总体规划纲要编制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曾真

7. 深圳市罗湖区“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 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周顺波

8. 深圳市宝安区“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余晖

9. 深圳市宝安区重大项目“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李相锋

10. 深圳市宝安区“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总结评估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余晖

11.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十三五”规划 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 李相锋

12.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增长形势研究 深圳市龙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聂鉴强

13. 深圳市坪山新区“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曲建

14. 深圳市光明办事处“十三五”重大项目规划研究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经济科技发展办公室 辛华

15. 重庆市大渡口区“十三五”规划系列研究 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周林

16. 重庆市璧山区“十三五”规划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 阮萌

17. 重庆市渝中区大石化新区建设发展规划 重庆市渝中区大石化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王英杰

18.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规划编制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曾真

19. 吉林省长春市长吉新区总体方案研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陈秀珍

20.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十三五”协同发展课题研究 惠州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于珺

21.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武汉市江夏区发改局 周林

城市战略与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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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继成功编制泉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之后，我

院承担了泉州市“十三五”规划的总体思路研究

和规划纲要编制两部分工作。项目组与多家机构

共同开展前期研究，分析泉州“十二五”期间的

重大变化和内外部发展环境，提出“十三五”时

期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新形势下需要认识破

解的十个关键性问题，提出以九大策略推动泉州

建设现代化、国际性、综合型港口城市和海峡西

岸中心城市，为编制《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在此基础上，项目

组通过全面调研和各层面深入沟通，形成了“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转型升级、跨

越发展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力建设“五个泉州”的总体框架，明

确了发展目标、发展重点、主要任务，并形成了覆盖产业、城市、社会等各方面的重大

项目和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福建省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 目 顾 问：刘宪法

项目负责人：郑宇劼

项目组成员：刘宇、闫化赟

福建省石狮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石狮市是国家中小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也是我院长期跟踪观察研究的基地。项

目组以多年来对石狮市的发展战略、转型升级、城市发展策略研究等系列工作成果为基础，

提出了指导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框架。本项目认为石狮市“十三五”时期应抓住转型发

展和跨越发展两大主题，深入实施质量石狮、实业强市的总体战略，《纲要》编制成果

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和重大项目。该研究的主

要创新点包括：系统提出“六大发展”指标体系，总结出石狮进入“三期”发展阶段的

若干特征，提出质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方向等。

项目委托方：福建省石狮市经济局

项 目 顾 问：刘宪法

项目负责人：刘宇

项目组成员：郑宇劼、闫化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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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时期是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全力建设时期，作为“稳定器”、“大熔炉”、

“示范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维护新疆社会稳

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项目组兵分三路，深入团场连队，跋涉边境

牧场，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研，完成了《规划》编制任务。《规划》提出了“十三五”

时期六师五家渠市的总体目标，即打造成为兵团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主战

场，兵团践行“三大使命”的排头兵，乌昌地区的后花园，建成乌昌地区乃至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文化科教中心、旅游集散中心（“三大中心”），维稳

戍边、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创新驱动、开放发展的示范区，生态优先、低碳发展的示范区，

以及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示范区（“四大示范”）。

项目委托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发改委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长春市农安县“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农安县位于吉林省长春市西部，地处松辽平原腹地，下辖 22 个乡镇，3 个省级工业园区，

3 个市级工业园区，总人口 120 万，幅员 5400 平方公里，是长春市现代农牧大县、“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项目组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期间农安县的发展基础及发展

形势，提出“四五四”发展总体战略，即充分发挥农安县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

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带动、城镇化推动、生态拉动、民生联动”

五大举措，力争实现“新兴工业强县、现代农牧大县、特色文化名县、绿色生态美县”

四县建设目标。规划研究成果已经获得农安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认可和通过。

项目委托方：农安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王国文、彭坚、王文博、田立明、

                     张翼举、杨思瞳、尹小蒙、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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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十三五”总体规划纲要编制

本项目为福田区“十三五”系列规划的核心项目。项目组以国际国内大都市中心区的系

统调研作为项目研究的开端，对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城区的特征与演变规律、功能与空间

布局、产业发展与社会建设等开展全面的分析比较，按照中心城区长远、科学、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从基础条件、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发展重点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寻找“福

田特色”，形成“福田思路”，确定了“加快建成一流国际化中心城区”、“率先落实‘四

个全面’的首善之区”的福田“十三五”总目标，《纲要》还规划了福田“打造四大高

地目标、六大战略路径、八项重点任务”等若干举措。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周林、刘宇、郑鑫、刘泳先、明亮、王小梦

深圳市罗湖区“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

本规划立足“十三五”的原则性、方向性，并涉及罗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十三五”

产业发展方向和总体思路。项目针对罗湖区“十二五”以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成长迅速等特点，结合“十三五”期间面临的经济“新常态”、“互联网 +”

行动计划等机遇和挑战，深入分析了罗湖区“十三五”发展的基础和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

规划了商贸流通业、创新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商务服务业、黄金珠宝业和未来产业

衍生服务业六个具有地方特色的重点项目。预计到 2020 年，罗湖区整体营商环境将进

一步优化，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整合全球资

源的能力显著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充分建成全国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枢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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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重大项目“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对宝安区“十二五”期间重大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估，指出了重大项目建设

的主要成就和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根据分析“十三五”期间宝安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课题组指出要通过社会民生、宜居环境、道路交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高新

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城市更新等七大领域突出重点领域，提升重大区域能

级，优化实施策略，强化实施保障等一系列措施，落实“滨海宝安、产业名城、活力之区”

的重大项目战略安排，将“滨海”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将“产业”作为立区之本，推

动教育、医疗集群化发展，抓住“街道”这个牛鼻子，将宝安打造成山川河流更美更清，

湾区岸线更具活力，多元文化更加凸显，产业更加高端，城市环境更加宜居的国际化滨

海城区和现代化产业强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对龙华新区“十二五”期间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归纳，总结出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

第三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公共服务有效提升等六大发展成就，结合当前面临的形势

和挑战，提出了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坚持公共资源均衡化、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推进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六个工作重点和目标，充分发挥办事处作

为新区经济发展主力区的优势，以特区一体化建设为重要契机，以供给侧改革为发展动力，

以城市更新建设为主要手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现代化城区建设，着重社会

民生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全面提升办事处的综合发展软实力，将辖区建设成为龙

华新区的创新发展排头兵、民生幸福高地和高品位生态城区，为新区社会经济协调可持

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项目委托方：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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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增长形势研究

本项目是龙华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前期 22 个专题研究课题之一。经济发展

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立足“一业独大”、“一企独大”产业基础，实

现经济转型发展，是龙华新区建设“两区一城”的重点任务。项目组深入调研新区成立

以来重点发展和打造的十余个重点片区，对片区发展前景和进度进行了定性评估和展望。

同时，借助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龙华新区未来六年地区生产总值进行了定量预测。在定

性分析和定量预测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六年龙华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并通过一

系列经济运行指标描绘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叶桂芬、安智慧

深圳市坪山新区“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本项目是我院承担的深圳市坪山新区“十三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后续咨询项目。“十三五”

期间，随着深圳东进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加快实施，作为边缘城区的坪山新区迎来了弥补

交通劣势、实现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本项目分析了坪山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空间

优势和生态优势，结合区域经济学规律，为新区在深圳东进大势下找准自身定位出谋划策，

提出打造“现代田园都市、深圳‘东北门户、智造新城’”的总体目标，以及综合交通、

新兴产业、现代新城和生态环境四大战略，并谋划了支撑“十三五”各项发展目标的重

大项目包。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项 目 顾 问：周振邦、柳孝华、王恺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田立明、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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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办事处“十三五”重大项目规划研究

近年来，深圳市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出现了城市区域功能与重组新趋势，一是城

市中心区现代服务业进一步高端化、国际化，并出现部分现代服务业外迁现象；二是城

市近郊在经过工业化、住宅化、商业化浪潮之后，正在出现新一轮的办公化、现代服务

业化和电子商务化浪潮。本研究旨在促进光明办事处区域与产业转型发展，深入分析光

明办事处重大项目内在需求与基本特征，重点研究光明规划建设重大项目的关键因素，

提出了光明办事处重大项目纳入光明新区未来五年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经济科技发展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王福谦、张志宏

重庆市大渡口区“十三五”规划系列研究

本项目围绕大渡口区“十三五”发展的总目标，开展“十三五”规划系列研究。一是完

成《大渡口区“十三五”规划基础研究》，面对新常态，围绕重庆发展新战略，重新审

视大渡口区的资源条件和区域价值，研究产业调整方向，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研究

社会建设的路径及保障措施等。二是研究编制《大渡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

规划纲要》，紧扣转型发展主题，以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为抓手，以加快建设“新兴产

业之区、品质生活之城”为主线，规划布局大渡口“十三五”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发展举

措。三是编制《大渡口区“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指引》，在综合梳理各专项规划基础上，

规划重点项目作为“十三五”发展的支撑。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周林

项目组成员：王英杰、曾真、郑鑫、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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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前瞻性地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璧山着重在五大功能区的谋篇布局中确立更高的

战略定位，大力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深度推进“三区

一美”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标准建设好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纲要》总体

上按“三区一美”战略来谋篇布局，分为六个篇章：第一篇：开启新征程，高标准建设

重庆城市发展新区；第二篇：突出绿色清新，建设生态宜居区；第三篇：突出创新开放，

建设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第四篇：突出协调平衡，建设统筹城乡先行区；第五篇：突出

共建共享，打造和美璧山；第六篇：坚持一张蓝图，加强规划实施保障。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曾真、郑宇劼、周林、汪云兴、刘泳先、刘兴贺、

           何渊源、王先权、项新宇

重庆市渝中区大石化新区建设发展规划

按照重庆市渝中区“十三五”系列规划编制工作要求，项目组立足中长期发展目标，开

展渝中区大石化新区的片区建设发展规划研究。重点解决片区发展战略和功能定位，片

区产业发展思路、空间优化策略、实施的保障措施等问题。提出以“打造渝中新增长极”

为愿景，建设重庆主城活力新都心，通过“三区一廊”建设，加快文化创意与新兴产业

的融合、山水生态与城市功能的融合，打造“生活、工作、休闲”高度混合的 7×24 小

时活力中心。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渝中区大石化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英杰

项目组成员：曾真、周林、郑鑫、麦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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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规划编制

重庆高新区的发展对促进重庆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都具有重要意义。“十三五”规划全面总结了重庆高新区“十二五”发展的成绩，分析

了“十三五”发展的新形势，明晰了重庆高新区“一区三高地”的发展定位，提出“构

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打造创新创业高地”、“建设长江上游开放合作高地”、

“建设产城融合示范高地”等四大主要任务，明确了发展路径和重点举措，提出了强化

实施的若干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周林、王小梦、王英杰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十三五”协同发展课题研究

本项目在深入分析新区范围内资源配置现状、协同发展水平及推进新区协同发展面临的

问题及原因基础上，就加快环大亚湾新区内三区县的协同发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整

合区域资源，实现既定目标在三个层面提出协同发展策略，包括新区内部三区县的协同

发展策略，新区与惠州市的协同发展策略，以及新区与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策略，

并为新区近期重点工作提出了建议。

项目委托方：惠州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项 目 顾 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郑宇劼、胡彩梅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金口街道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临长江东岸，因上海通用汽车落户于此，近年来在武汉市

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顿显突出。金口街道原本以农业为主导，“十二五”末期，随着

武汉通用汽车项目投产、菜鸟“中国智能物流网”项目运营、金水港作业区获得交通部

批复、金口新城开始建设，金口街道在“十三五”时期将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项目组从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基本规律出发，结合金口街道的实际情况，系统研究规划

了“十三五”时期金口的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社会和谐、农村和农业的优化延续等内容，

为金口街道未来五年的发展提供指导。

项目委托方：武汉市江夏区发改局

项目负责人：周林

项目组成员：曾真、郑鑫、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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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经济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李相锋

2.
深圳市 2015 年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 2014 年度

政府绩效综合评估
深圳市政府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王梅

3. 深圳市社会组织“十三五”发展研究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阮萌

4. 深圳市人口发展和“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梅

5. 深圳市人口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梅

6. 促进深圳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阮萌

7. 构建深圳现代智库体系的调研报告和实施方案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张玉阁

8. 深圳市水务体制改革与管理策略研究 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张玉阁

9. 构建深圳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对策研究 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 甄学军

10. 深圳市民办非企业类科研机构发展研究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王梅

11.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南延工程投融资研究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曲建

12.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6 号线南延工程投融资研究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曲建

13.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周顺波

14.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公益基金方案编制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局 聂鉴强

15. “美丽大鹏”生态文化提升策略研究 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刘斐

16. 深圳市龙岗区党员干部诚信手册 深圳市龙岗区纪委 王梅

17.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人才资助暂行办法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 阮萌

18. 深圳市盐田区民意畅达制度体系建设 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王梅

19. 深圳市盐田区民意畅达工作·助微行动调研报告 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王梅

20.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于珺

21.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内部运行评价体系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 王梅

22. 深圳市口岸管养经费绩效评估暂行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 林信群

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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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经济研究

本课题对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市场机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列出了深圳法治经济建设

取得的成就及问题，指出深圳市在依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督体系、

以及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有新突破，但当前党委权威、政府权威和法律权威之间关

系尚未完全理顺，不同程度地存在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司法权威和

公信力、立法质量和文明规范执法也有待提升，法治文化也需要得到优化。课题组通过

借鉴国内外法治经济建设经验，对深圳市的法治经济建设进行了全面分析，明确了思路

与目标，并提出要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制规范，建设法治化市场监管体系，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等一系列方案和步骤，为政府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决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

深圳市社会组织“十三五”发展研究

本课题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和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要求，重点

对深圳社会组织“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同时研究“十三五”

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分析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十三五”创新发展的思路、

目标以及相应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周顺波

深圳市人口发展和“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本课题在分析深圳常住人口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未来一定时期内基本

公共服务在建、待建项目情况和人口变动趋势，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和需求情况进行分析、研判，预判供需关系状态，重点分析供需不平衡问题，对于明显供

给不足类的服务事项，进行弥补缺口所需土地、资金投入的估算，评估公共资源的可匹配

程度。根据上述分析结论，对人口管理及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于明显

供给不足类的服务事项，一方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提供，另一方面实施需求侧管理 ;

对于因供给服务质量存在问题的事项，加大力度提高供给服务质量水平。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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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口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研究

在对人口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深圳市人口规模、结构、

质量、分布等现状及发展特征，并研究了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区域经济发展多极化、国家人口政策调整、深圳城市定位及经济发展新模式等内外部因

素对深圳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结合上述分析，对“十三五”时期深圳市常住人口、户

籍人口与实际管理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与研判，提出了统筹深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思路，并提供了相关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李婷

促进深圳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本课题提出：为进一步推进深圳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期间，深圳市将以“新型智

慧城市标杆城市”和“智慧城市国际合作示范城市”为发展定位，通过需求带动、创新

驱动、资源整合、政府引导、开放合作、安全保障等发展路径，不断创新智慧城市建设

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共享，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促进智慧产业发展，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争取国家支持深圳率先开

展扩大电信服务业对外开放、建设 5G 商用试点城市、建设国际人才特区等相关试点工作，

加快推进深圳智慧城市建设。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构建深圳现代智库体系的调研报告和实施方案

本课题全面分析了深圳智库的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借鉴国内外先

进国家和地区知名智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智库建设在创新智库管理体制，

加强智库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建议，同时结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意见》文件的具体部署以及深圳智库发展的特色，形成了《关于加强深圳新型智库建

设的实施意见》，在构建深圳智库格局、创新智库管理体制、加强智库自身建设、健全

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智库发展的前瞻性思路、战略性布局与实操性举措，为党委、

政府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项目顾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王亚文、郑文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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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体制改革与管理策略研究

深圳需建立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适应的水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本项目

通过选取国内外发达国家与地区在水务管理方面的重点案例，与深圳进行比较分析，基

本摸清深圳水务工作体制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在此基础上，从水务的战略

地位、管理职能、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运行机制、行业监管、市场化发展等方面提出

了完善水务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项目通过明晰市、区、街道的事权划分及权责清单，

优化水务管理职能、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完善了水务内部运行机制、与横向部门的协

调机制以及行业监管体系，并提出水务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

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职责边界，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顾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王亚文、喻一帆等

构建深圳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对策研究

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深圳市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

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以及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在促进深圳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2015 年，我院首次以本课题为契机，

就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的各项研究同深圳市工商联建立长期合作，结合双方优势，共同

搭建深圳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平台，探索新型智库在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的综合研判和策

略谋划作用，为进一步促进深圳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

项目负责人：甄学军    项目组成员：王梅

深圳市民办非企业类科研机构发展研究

近年来深圳市民办非企业类科研机构快速发展，成为深圳市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城市

的重要推动力量。课题组对全市民非科研机构展开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结合民非登记资

料，从民非科研机构发展的现状、代表性机构、民非科研机构发展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民非科研机构的发展环境和经验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深圳市民非科研机构的发展提出

了若干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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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南延工程投融资研究

为支持前海建设，深圳市提出地铁 5 号线南延段的建设计划，地铁 5 号线南延段起于赤

湾站，经过南山区、前海片区，终至桂湾站，线路全长 7.65 公里，共设 7 座车站。地铁

5 号线南延段贯穿前海核心区，将极大促进前海与周边区域的联系。本项目为满足深圳

市政府对新建轨道线路“封闭运作、独立平衡”的要求，作为轨道交通建设前期工作的

必要组成部分，为项目规划建设提供重要依据。项目组深入分析了 5 号线南延段建设的

必要性，运用“有无对比”的财务分析方法，模拟原 5 号线与规划南延段的建设投资及

运营收支情况，建立 5 号线南延段投融资模型，计算项目资金缺口、补偿资金来源等，

为项目制定了长达 30 年的建设与运营资金平衡计划。项目组还从建设工期要求、经济效

益、投资体制等方面提出了项目建设模式，解决了项目的建设主体和资金问题，为 5 号

线迅速上马提供了决策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谢海、尹小蒙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6 号线南延工程投融资研究

为增加深圳地铁网络南北向路网密度，缓解梅林关拥堵的局面，深圳市提出地铁 6 号线

建设计划。为加快原特区关内外一体化进程，又提出将 6 号线南端延长至科学馆。地铁

6 号线南延线起于深圳北站，由梅林关至科学馆站，线路全长 11.5 公里，共设 6 座车站，

是连接龙华、福田的重要交通线路。本项目旨在明确 6 号线南延工程的投资主体、建设

模式、筹资方式、资金使用计划等问题，通过深入研究轨道交通项目相关投融资模式及

政策法规，分析 6 号线南延段项目实施的必要性，运用“有无对比”的方法分析 6 号线

南延段的建设投资及运营收支情况，建立投融资模型，计算项目资金缺口、补偿资金来

源等，为项目制定了长达 30 年的建设与运营资金平衡计划。通过科学的财务模型计算项

目建设投资及运营收支情况，设计多个投融资方案，并进行比选分析，提供最优方案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谢海、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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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

宝安区委区政府提出要打造“四个全面”先行区的总体目标，社会建设是其中的核心内

容之一。本项目总结了宝安区“十二五”期间特区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宝安区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宝安区应紧紧围绕社会发展“活

力之区”的总体目标，以共享发展为方向，构建社会建设“五大体系”，实现公共服务

的均衡发展，各类社会主体的包容发展，基层治理的多元发展，社会管理服务的智慧发展，

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法制化发展。项目明确了宝安区“十三五”期间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强化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完善社会组织体

系建设、优化社会风险防控体系的发展策略，为政府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决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宝安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赵英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公益基金方案编制

大鹏新区是深圳市生态文明美丽深圳建设的重点区域。探索设立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

基金被写进《深圳市大鹏半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14-2020）》。我院承

担了《设立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促进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发展》研究。本项目按照创新生

态文明资金募集渠道的要求，征询各方面意见，结合资金来源分析，围绕资金管理的焦

点（例如同全国性大型公募基金会合作、财政代管、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等方式），提出

了符合大鹏新区实际的生态保护基金的多种实施方案，同时进行方案比选，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具体操作流程与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张文强  党崇雷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机制创新激发活力，凝聚各方力量，加快新区建设，

本项目重点研究在现有行政管理架构下，创新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

调动 3 个区县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以加快新区建设。同时还就新区创新投融资模式，提

升新区扶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策略建议。

项目委托方：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项目顾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胡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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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大鹏”生态文化提升策略研究

本项目是我院与大鹏新区管委会共同推进该区生态文化建设的研究课题之一。项目广泛

借鉴国内外生态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紧密结合大鹏新区的发展实际，围绕打造深圳市

乃至全国生态文明（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区的目标，提出适合新区自身特点的生态文化

建设政策框架，目的是通过各种制度变革和政策措施，提高大鹏新区乃至全市居民的生

态意识，促进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和生态文化的形成，为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项目紧密结合大鹏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分别从建立生态文化宣传

体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教育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对生态文化价值观形成

的促进作用、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建设平台等八个方面构建生态文化提升的政

策框架。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项目顾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刘斐    项目组成员：吴爱民、赵艳阳等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人才资助暂行办法

为加强龙岗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人才激励机制，使社会组织在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龙岗区政府拟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会组织人才发

展。本项目通过对市、区各部门调研及资料梳理，理清当前推进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总

体环境和法律政策框架，同时结合国内外先进地区促进社会组织人才的经验，最终形成

《龙岗区社会组织人才资助暂行办法》，重点包括资助的范围、方式、标准、操作程序、

监管评估等内容。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武增

深圳市口岸管养经费绩效评估办法

为提高深圳市口岸管养经费使用效益，促进口岸管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保障口岸安全

畅通，深圳市口岸管理办委托我院开展本课题研究。口岸管养经费资金绩效评价是口岸

办公室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

专项资金投入产出、效率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深圳市口岸管养经费绩效评

价暂行办法》于 2015 年 9 月开始试行，目前已取得较好的成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林信群    项目组成员：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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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环保类设施（邻避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深圳市发改委、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刘宇

2. 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绩效考评实施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王梅

3. 深圳市基本生活物资应急储备方案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刘鲁鱼

4. 深圳市促进民间投资养老服务对策研究 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 刘洁

5. 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城乡统筹模式研究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王英杰

6. 深圳市盐田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王梅

7.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梅

8. 深圳市龙华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研究 深圳市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 聂鉴强

9. 深圳大浪青工“活力第三个 8 小时”实施效果研究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维稳及综治办 明亮

10. 深圳大浪基层社区需求调查及“社区营建”研究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维稳及综治办 明亮

11. 佛山市中德工业服务区招商与宣传策略研究 佛山市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 周林

12. 东莞市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东莞市社会建设研究院 于珺

13. 东方明珠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及推进发案 东莞市东方明珠学校 甄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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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环保类设施（邻避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作为实际管理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深圳市的土地和空间资源十分紧张。随着人口和

经济的发展，我市未来邻避型环保类设施的缺口在不断增大，风险也随之加大。为妥善

化解环保类邻避设施在选址、建设、运营等方面的矛盾和社会风险，课题组从深圳环保

类设施 ( 邻避型 ) 建设情况、补偿机制等方面发现问题，开展国内外典型案例分析，提出

“最先进的技术措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监督、最全面的共建共享”的建设目标，明确界

定了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资金来源等，提出了六大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改委、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宇

项目组成员：郑鑫、宋华、陈美婷

深圳市基本生活物资应急储备方案研究

基本生活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是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重要内容，是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建设

的关键环节，建立科学、完善、有效、可靠的基本生活物资储备对完善深圳全市应急救

灾体系、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我院结合相应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充分考虑应急基本生活物资自身的特殊性，初

步探索并优化应急基本生活物资储备管理方法。以国内外有关城市及深圳市各区应急基

本生活物资储备管理案例研究为基础，结合深圳市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具体

发生情况和影响程度，进行应急基本生活物资需求种类及任务的预测，进而确定基本生

活物资的储备品种、储备数量和储备方式、管理策略及保障措施，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

件中应急基本生活物资储备的具体运作，提供可供参考的模式，做到储备数量适当、品

种齐全、质量可靠。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阮丽熔、赵圣慧、李相锋、方雪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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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促进民间投资养老服务对策研究

深圳成立 30 多年来，以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为支撑，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

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匹配，

一些指标甚至低于全国水平。本课题从养老服务的视角审视深圳准公共用品的民间投资

现状，探讨如何进一步吸引民间投资，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课题组走访了民政部门、

社会养老机构及其投资人，试图全方位了解分析深圳民间投资养老所面临的问题。针对

服务人员缺乏、选址困难、投资回报期长、经营亏损等现状，课题组提出坚持养老“事业”

与“产业”并举，构建养老服务生态圈，加大养老机构的结构调整力度，突出居家养老

和社区养老的重要地位，大力培育多元市场主体，积极探索推动民营养老机构向社会企

业逐步转型的机制，积极探索护理保险纳入养老体系建设等促进民间投资养老服务的政

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刘洁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

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城乡统筹模式研究

固安产业新城位于北京第二机场南部，是京津冀一体化中重要的发展节点。本项目以华

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为核心，重点研究了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主体在城乡统筹发展

中应当承担的任务和相互关系，结合国家宏观政策的演变，进一步明确固安城乡统筹实

践应当突破的重点，提出“三集中、多维度”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项目委托方：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英杰

项目组成员：李津逵、曾真、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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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作为养老服务的新兴内容，开展医养融合型养老服务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并作为养老

服务的重要方向加以支持与推广，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盐田区作为深圳市公

共服务领先与社会管理领域改革的试验区，积极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可行性探索。

课题组在对国内外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经验进行归纳的基础上，结合盐田区养老与医疗资

源状况，以社区老年群体的需求问卷调查为基础，对盐田区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可

行性以及方式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李婷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课题系统梳理了龙岗区“十二五”教育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深入分析了龙岗区“十三五”

期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构建具有龙岗特色的“一二三四”现代教育发展体系（围绕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一个中心目标，坚持高位均衡、全面优质发展两个发展理念，全力打造

深圳教育改革、教育国际化和教育质量三大新高地，形成“普惠、多元、优质、开放”

四个主要特征）、推动龙岗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以及五项子目标（实现更

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形成产学城融合的教育布局，提供开放多元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

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围绕上述目标，课题提出了十三大项主

要任务和七大重点工程，明确了龙岗区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甄学军、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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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研究

本课题是龙华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前期 22 个专题研究课题之一。快速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原特区内外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是新区成立以来党政工作的重头

戏之一。课题组在对龙华新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计生、文化、体育、文化产业、旅

游业等领域基本现状、问题和需求系统梳理基础上，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

提升要求，结合新区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重点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基础建设与配套、

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和人力资源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以及相

关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 

深圳大浪青工“活力第三个 8 小时”实施效果研究

为与 2014 年大浪研究形成对接，也为跟踪研究“大浪青工‘活力第三个 8 小时’”项

目的实施效果，我院城市化所于 2015 年度开展“大浪青工‘活力第三个 8 小时’实施

效果及深化提升研究”。课题组通过走访评估发现，青工“活力第三个 8 小时”系列活

动在大浪得到了大力倡导，社会各界均积极支持，广大来深建设者普遍主动参与。但项

目推进也面临诸多问题，部分项目功能定位亟待突破，本地社会组织面临“成长烦恼”，

社会企业责任仍有较大发挥余地等。为此，课题组提出了优化提质、升级拓展实施项目

的若干具体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维稳及综治办

项 目 顾 问 :  李津逵

项目负责人：明亮

项目组成员：范军、莫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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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浪基层社区需求调查及“社区营建”研究

本课题分析了近年来大浪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

化，重新认识大浪区域功能及经济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得出了“一个大浪三种社会”、“大

浪不仅是社会管理的一线，更应成为社区营建

的前沿”的基本判断，提出“需要调整思路、

改革管理方法，尊重差异，尊重基层呼声”的

社会营建基本原则。本课题通过实地走访座谈、

“社区体检”、居民协商工作坊等方式深入调研，

提出大浪“社区营建”的思路方向和若干建议，

主要包括：搭建“乐和互助会”、“大浪之友”两个平台；建设“社区营建服务中心”；

建立“社区营建”治理体系；着力做好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社区安全、物业管理、教

育文化等五项工作。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维稳及综治办

项 目 顾 问 :  李津逵

项目负责人：明亮

项目组成员：范军、莫筱筱

佛山市中德工业服务区招商与宣传策略研究

中德工业服务区是中国和德国国家级合作项目，也是广东首个牵手欧洲的科技合作平台。

本课题对中德工业服务区的定位、招商和宣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调研 30 多家

有代表性的企业，分析了佛山本土制造业对外合作的趋势和诉求，剖析了佛山工业转型

升级对高端工业服务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德工业服务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

发展路径、招商方向和宣传推广建议。

项目委托方：佛山市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周林

项目组成员：刘宇、王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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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本项目在对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借

鉴国外先进国家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做法和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水乡特色发展经

济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对策建议。项目组先后前往东莞市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水乡办）、教育局、卫生与计划生育局、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局、农业局、市

劳动局、市社工委进行座谈和调研，同时走访了水乡片区的六个街镇，并在这六个街镇

开展了面向当地居民（包括户籍人口和新莞人）的“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公共服务

需求与供给问卷调查”，切实掌握了水乡经济区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第一手资料，较

为全面地呈现了东莞市水乡地区公共服务的现状与问题。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社会建设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陈楚恩、周莞冰

东方明珠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及推进方案

本课题是对民办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提出策略性建议的一次有益尝试。东方明珠学校创

建于 1994 年，是一所拥有 20 年办学历史的大型全寄宿制国际学校，后因股东债务纠纷，

2014 年被政府介入监管。2015 年，在新股东的努力下股权重组成功，但学校面临诸多

难题。课题组结合目前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新问题、新形势和新变化，以长远的眼光，

前瞻性和开放性的视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学校的新发展，明确了东方明珠学校

未来发展的定位、目标、思路，并制定了具体的推进方案。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东方明珠学校

项目负责人：甄学军

项目组成员：王梅、程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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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佛山市北滘镇城市和产业近中期发展策略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 刘泳先

2. 上海市八埭头滨江片区城市更新方案研究 上海宽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曾真

3. 重庆市高新区东区转型升级方案研究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曾真

4. 佛山市石湾西片区城市更新策略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 曾真

5.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业主政策需求调研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6.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实施方案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7. 深圳湾高新区北区健康元城市更新单元产业专项规划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振宇

8. 深圳市南山高新区昱大顺地块城市更新产业规划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振宇

9. 深圳市龙岗工业区改造升级综合研究及整体行动计划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蒋学民

10. 深圳市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蒋学民

11. 深圳市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 01-16 地块项目产业规划 深圳市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周军民

12. 深圳市天众科技园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天众塑胶有限公司 蒋学民

13.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排榜村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桑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蒋学民

14. 深圳市布吉街道宝电片区 GX02 更新产业规划 深圳桑达股份有限公司 刘鲁鱼

15. 深圳市布吉农批市场更新改造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信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鲁鱼

城市更新

46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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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北滘镇城市和产业近中期发展策略

2015 年是我院为顺德北滘镇开展连续咨询服务的第九年。随着广州 7 号线南延至顺德北

滘，北滘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本项目全面总结了北滘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

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问题，结合当地优势和区域发展新态势，提出北滘打造“广佛都市

圈的魅力小城、珠江西岸生产性服务业的桥头堡、中国家电南方总部基地和环广州总部

卫星城”的新定位，规划了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开发地铁新城的近中期策略安排。

项目组还选取了国内外同类型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带领地方干部前往昆山市花桥镇考察。

项目委托方：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

项 目 总 监：曾真

项目负责人：刘泳先

项目组成员：金建玲、王小梦

上海市八埭头滨江片区城市更新方案研究

八埭头片区紧邻上海外滩，是上海市杨浦区黄浦江滨江段的龙头。本项目着眼于从历史

和未来的高度，找准片区定位，谋划转型方向，提供了全面系统的项目愿景、开发路径

与政策建议。研究规划了片区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提出了“整体规划、整体开发、高

品质运营”的目标，设计了多级开发的投融资衔接机制和开发运营模式，为政府决策和

项目立项提供了科学依据。本项目是城市化所在上海开展的第一个项目，也为我院进军

华东地区奠定了基础。

项目委托方：上海宽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刘宪法、张建森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宇、余凌曲、刘泳先、张祥、明亮、王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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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新区东区转型升级方案研究

重庆高新区东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以来历经数次功能更替，基本实现了由工业区向城市核

心建成区的形态转换。本项目深入研究了城市型科技产业和创新活动的发展趋势，比较

研究了深圳华强北、北京中关村等国内外同类地区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提出“打造以

物联网为特色的高技术服务基地、享誉全国的创新创业天堂、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

三大转型策略，优化布局产业空间，策划实施九大重点项目，将转型升级的夙愿以项目

方案形式加以细化落实。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周林、王小梦、王英杰

佛山市石湾西片区城市更新策略研究

石湾西片区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是“南

国陶都”的核心载体。但历经 2008 年前后的产业“腾

笼换鸟”，石湾西片区整体沉沦凋零，城市更新刻不容

缓。项目组通过 30 余场次的专题调研，深挖历史文脉，

紧扣陶瓷科技的发展趋势，明确片区未来使命和发展定

位，提出“打造全球陶瓷创新中心、树立文化创意产业

的新地标、筑造宜居宜业的先锋小镇”三大振兴策略，

应用新思维新理念策划十大发展项目，并提出了率先在

佛山推进城市更新的模式创新和系列政策等若干建议。

项目委托方：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    项目顾问：李津逵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明亮、郑鑫、闫化赟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业主政策需求调研

福田区希望将梅林 - 彩田片区申报为全市重点开发片区，通过功能活化、完善配套、改

善交通、优化生态，实现集聚高端产业、拓展优质空间、引领绿色低碳、提升环境品质

的目标，建成信息经济产业集聚基地。为深化和完善《深圳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实

施方案》，本项目对深圳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业主政策需求进行了调研工作，充分

了解梅林片区业主的基本情况、更新意愿、政策需求等问题。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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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片区升级改造实施方案

福田规划的梅林 - 彩田片区现状占地面积约 14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75 万平方米。

升级改造后将建设成为深圳市信息经济产业集聚基地，打造成为福田区创新引领、业态

丰富、要素聚合、环境优质、产城融合的高品质城区。为加快推进片区的开发建设，福

田区积极将本片区申报为全市重点开发片区。本实施方案梳理了片区的现状问题，提出

了总体目标、实施策略、重点产业、主要任务、引导政策和组织保障，为片区开发建设

提供了重要参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深圳湾高新区北区健康元城市更新单元产业专项规划

健康元城市更新单元是深圳湾高新区北区十一个更新单元之一，承担着通过建设新型产

业载体、集聚新型高端资源、导入新型业种业态、构建新型产业功能体系，支撑和引领

整个高新区北区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本项目以健康元集团自身的产品、技术和品牌优

势为基础，结合集团未来发展战略，提出通过强化创新链，延伸产业链，完善服务链，

形成创新链引领产品链、产品链带动服务链、服务链促进创新链的高效循环的生命健康

产业生态圈，力促高新区产业生态升级。

委 托 单 位：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周余义、安然、李静、张洪云、孙辉

深圳市南山高新区昱大顺地块城市更新产业规划

本项目立足深圳市昱大顺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新致美精密齿研有限公司两大建设主体的

主营业务基础，提出了以义齿行业为核心的纵向一体的产业发展路径。同时，充分吸收

现代园区运营与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构建“园区运营 + 金融投资 + 龙头企业 + 平台

建设”的产业园区运营模式，有效保证项目的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招商和高水平管理。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周余义、安然、张洪云、孙辉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50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深圳市龙岗工业区改造升级综合研究及整体行动计划

本项目是以我院园区经济规划研究所为主导、与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合作完

成的。项目是对龙岗区旧工业区的一次全局性梳理与规划，研究范围涵盖龙岗区 889 个

工业区，用地规模 80.5 平方公里。项目组就龙岗区内工业区改造升级面临的发展现状、

问题与背景进行了全面分析，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工业区改造升级对龙岗区发展的影响，

结合国内外工业区改造升级的经验，提出了龙岗工业区改造升级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

和战略任务。并结合龙岗“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发展目标测算出龙岗区旧工业区改造所

带来的总产值、增加值、税收及就业人口等重要指标的目标概算值。为保证目标的达成，

项目组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区改造升级实施策略、评估原则与标准及整体行动计划。本项

目的开展是对龙岗区旧工业区改造的一次细致梳理与全局规划，对于指导未来龙岗区旧

工业区科学、有序、高效升级改造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并对深圳市及其他各区具有借鉴

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王钊、吕元祥、程浩岩、山敬宇等

深圳市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产业规划研究

本项目是龙华新区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制定的第一个园区产业规划。该产业园地处龙华

新区观澜街道樟坑径片区，总用地面积 201.77 公顷。园区位于龙华新区规划中的科技文

化核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龙华园区范围内，且拥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项目组

结合深圳市、新区以及园区的发展环境和机遇，对园区的总体定位、功能定位、发展目标、

产业选择等内容开展研究，提出将园区打造成为生态型、智慧型、宜业 - 宜居 - 宜游的

第四代产业园区，发展科技研发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中的数字内容文化产业、科技服务

业中的新兴文化支撑技术产业等三大产业，还提出了园区开发建设指引和政策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吕元祥、王钊、程浩岩



Annual Report 2015

51

深圳市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 01-16 地块项目产业规划

本项目地块位于鹭湖科技服务产业园区南片区，是产业园内最大单宗地块。项目组结合

国际知名 IT 企业全球生产体系布局和发展战略需要，提出将该项目打造为深圳乃至全国

一流的 IT 企业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集产学研一体化的 3C 产品设计研发基地，新成果、

新技术、新产品展示推广和创客服务中心，集工作生活娱乐于一体的 IT 企业集团总部运

营中心，发展总部经济、科研服务、教育培训、会展等产业，力争把项目打造成为引领

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品牌项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军民    

项目组成员：蒋学民、吕元祥、山敬宇、王钊

深圳市天众科技园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研究

本项目是罗湖城市更新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以来的首批工业区改造项目之一，即按照新的

申报流程和规则进行城市更新。此项目对未来我院进行深圳市工业区改造类课题研究工

作具有探索意义。项目位于罗湖区布心片区水贝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基地西北部，紧邻围

岭公园。项目已列入《2014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三批计划》，其计划申报主体

为深圳天众塑胶有限公司，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1.13 万平方米。项目组充分研判香港、

深圳珠宝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统筹罗湖、龙岗及盐田珠宝首饰产业布局特征，细分项

目片区相关珠宝产业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要求，强化罗湖区工业支撑，通过城市更新进

行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打造以珠宝传统技艺与互联网技术及思维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交互联动，网络服务与实体体验高度融合为特色，以市场客户需求主导生产过程的柔性

制造为主要生产方式，充分发挥深圳市电子商务和影视文化等新兴产业优势，创建珠宝

O2O 和 T2O 等互联网平台营销渠道，以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

型企业聚集为产业组织方式，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总部与孵化相结合的高端精品

珠宝创意定制科技园。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天众塑胶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王钊、周军民、吕元祥、山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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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排榜村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总规划面积近 7 万平方米，拆除重建范围面积为 5 万平米。现状用地使用功能以

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商业用地为主，用地混杂，现状混乱。项目用地内产业层次与结

构低于周边工业园区，产业升级压力大。项目组提出，本项目应抓住龙岗打造深圳东部

中心区的契机，抢占深圳市构建信息经济现代产业体系的先机，以产城融合、创新驱动、

高端引领、精细发展、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科学和可续发展原则，在对旧工业区更新改造

的同时兼顾产城融合进程，将本项目定位为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新城，支撑深圳

创新能力和信息产业集群做强做大，又兼顾打造横岗中心区的生产、生活、娱乐和休闲

功能，并完善教育、社区等服务功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王钊、吕元祥、程浩岩等

深圳市布吉街道宝电片区 GX02 更新产业规划

本项目对于龙岗区构建科技研发创新核心、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具有重要

意义。项目分析了宝电片区 GX02 单元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参考借鉴了相关案例，深

入剖析项目单元的自身发展条件并提出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及功能定位，引导项目单

元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本项目明确了宝电片区 GX02 单元以智能可穿戴设备和

国际创客中心为主要产业发展方向，实现 OSO 办公、配套商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平台等三

大产业功能。

项目委托方：深圳桑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阮丽熔

深圳市布吉农批市场更新改造产业规划研究

本项目对于深圳市建立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罗湖区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区建设、

激活罗湖北 - 布吉片区商业活力、再造罗湖具有广域辐射力商业中心最佳选址具有重要

意义。项目全面分析了布吉农批市场的现状基础条件及资源优势，立足于布吉农批多年

的“农产品”品牌沉淀，以绿色、体验、信息和旅游四大新兴消费为着力点，提出了“都

市农场”的主题构想，大力培育和发展绿色消费、体验消费、信息消费和旅游消费四大

新兴消费领域，打造集“都市农场”主题 MALL 和农商云谷等多功能复合、线上线下贯

通的，集体验消费、休闲娱乐、大宗交易、创客空间于一体的“都市农场商贸综合体”。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信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阮丽熔、方雪钦、何东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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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产业规划与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与新市场拓展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辛华

2. 深圳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刘国宏

3. 湖北省武汉市工程设计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周林

4. 河南省安阳市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编制 安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胡振宇

5. 东莞市商务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与“十三五”规划 东莞市商务局 胡振宇

6.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阮萌

7.
深圳市盐田区产业聚集区经济特征及就业人员分布

现状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综治委 王梅

8. 深圳市龙华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编制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聂鉴强

9. 深圳市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聂鉴强

10. 山东省潍坊市潍河弥河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山东省潍坊市发改委 林信群

11. 洛阳市洛龙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政策研究 洛阳市洛龙高新区管委会 曲建

12. 洛阳市涧西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咨询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政府 曲建

13. 深圳（福保）保税研发谷产业功能规划研究 深圳能健恒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李相锋

14. 深圳市龙华新区汽车行业发展调研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李相锋

15. 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产业规划 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陈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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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与新市场拓展研究

深圳市近年来产业发展呈现出梯次型现代产业体系结构，传统产业逐步转型升级，三次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快速增长，未来产业快速跟进。

2014 年深圳市开展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工作以来，各重点区域逐步成为深圳未来城市发展

的主要增量空间。在此大环境下，本研究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详细分析了深圳市产业发展整体情况，各区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为该公司提供未来

拓展新市场的战略和方向，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吴斐然

深圳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深圳引领新常态发展的关键性产业，对深圳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

持续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四个全面”战

略为重要契机，结合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战略及前海蛇口自贸区生产性服

务业创新发展，提出深圳要面向全国、全球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大平台和大网络，在国内

率先以服务贸易大发展和大协调融入全球服务链，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创新、融合、

集聚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产性服务品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

产性服务企业，全面提升深圳国家金融创新中心、全球物流枢纽城市、国际创客中心、

国际创业之都的战略功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胡彩梅、张祥、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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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阳市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编制

安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拥

有“中国航空运动之都”的美誉，同时也是河南省

重要的工业城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既有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也存在顶层设计和实操层面缺位的诸

多不足。本项目结合安阳产业转型、城市升级及社

会发展的综合服务需求，提出以推动“生产制造服

务化、新型业态规模化、特色资源产业化和新型消

费都市化”为抓手，重构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

现代服务业体系，全面提升安阳服务业的辐射力和

竞争力。

项目委托方：安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杨琳、张洪云、孙辉

东莞市商务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与“十三五”规划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创新成为东莞商务发展的主动力。本项目立足东

莞开放型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制定促进商务创新发展的“1+X”政策，率先构建适应深

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引导东莞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与国家“一带

一路”、自贸区及“中国制造 2025”等新型发展战略对接，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创

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商务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洪云、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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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课题提出：“十三五”期间，龙岗区工业经济发展将坚持“创新驱动、集聚拉动、开

放带动、绿色推动”等基本原则，按照“智能化跨越、服务化延伸、协同化提升、绿色

化转型”等主要路径，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政策环境，广聚优质资源，战略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抢先布局智能制造业、加快发展新兴工业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延伸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推进龙岗工业转型升级，塑造“龙岗智造”品牌，促进工

业迈向高端发展，成为中国制造 2025 的典范区和我国重要的工业创新发展中心之一，全

面支撑龙岗深圳东部创新中心建设。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市龙华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编制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目标，而科学编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基础工作之一。为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方向，推动龙华新区产业转型发展，本目录编制充分衔接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和 2013 年深圳市出台的《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3）》，并结合龙华新区的实际情况，在空间上进

行细化，为新区重点开发的“三廊九园”编制负面清单。该目录是龙华新区产业发展的

指导性政策文件，是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党崇雷、孙良柱 

深圳市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5 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与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并列

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引擎”，科技创新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三五”

是龙华新区成立后第一个完整的五年规划期，也是实现经济跨越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

关键时期。项目组系统评估了龙华新区科技创新的发展基础和外部环境，在对上海、成

都等地详实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三五”时期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目标、重点

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方向，以及相关重点任务、实施策略和规划落实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党崇雷、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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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市潍河弥河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当前，国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使山

东半岛“蓝黄”叠加凸显区域优势，潍坊发展进入新时期。“突破滨海、提升市区、开

发两河”，潍河、弥河“两河”流域在全市“四个基地、一个体系、三个基础支撑”的

战略重点中承担着重要分工，肩负着探索全市转型升级新经验新路径、打造新时期潍坊

重要经济走廊的历史使命。项目组先后多次对“两河”涉及的各县市区进行调研，总行

程 4000 多公里，实地考察了大部分街镇的工、农、商、旅游、文化等重点项目，编制完

成《“两河”产业规划》，从全市一盘棋的视野对潍河和弥河的产业发展进行合理分工、

定位，瞄准国际一流河流开发利用的范式，坚持“以水为魂，综合开发”，确保产业发

展和流域的生态环境融洽共荣，以保护促开发，对提高潍坊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山东省潍坊市发改委

项目负责人：林信群

项目组成员：余晖、刘洁、阮萌、刘兴贺

洛阳市洛龙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政策研究

洛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洛阳市城区西南部，洛阳新区核心区的最西端，是河南省

一星级省级产业集聚区。洛龙高新区总规划面积 21.89 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 15 平方公里。

目前，区内核心位置 2 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新城用地性质由工业转为科教文卫，规划通过

培育与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承接洛深合作高端资源，打造洛阳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地。项目组赴洛龙高新区走访了 5 家园区、25 家重点企业，举行了两场座谈会，

先后编制完成两项规划成果，并按照洛深合作的统一部署，为洛龙区来深考察南山创业

服务中心、柴火空间、中国科技开发院、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世联行、蛇口网谷、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特斯拉、宝丰科技园等机构提供对接服务。

项目委托方：洛阳市洛龙高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时鲲、金霄佳、王振、谢海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58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洛阳市涧西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咨询

涧西区属于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在我国“一五”期间，全国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 6 个“共

和国长子”项目落户涧西。随着涧西区的不断发展，经营效率不高、产业竞争力不强、

创新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老工业区搬迁后的产业重构问题制约了

涧西区的进一步发展，涧西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本项目深入研究了涧西区转型升级的

主要思路、产业体系和布局规划，明确目标、统一思想、整合资源、争取政策支持，先

后编制完成《涧西老工业区搬迁后的产业定位及布局发展规划》和《洛阳市先进制造业

集聚区转型升级规划》，加快推动洛阳涧西区产业发展步伐，着力打造“实力涧西、品

质涧西、智慧涧西”。此外，项目组按照洛深合作的统一部署，为涧西区来深考察蛇口网谷、

南山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以及赴深圳市福田区组织部、南山区组织部和宝安区组织部学

习考察人才引进政策等提供了对接服务。

项目委托方：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祥、王振、陈文彬、李建宁、时鲲、尹小蒙

深圳（福保）保税研发谷产业功能规划研究

本项目借鉴国内外类似案例，通过分析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相关政策和相关产业，确立

了发展目标，列出了功能体系和发展重点，为项目提供了一系列实施策略，旨在打造以

保税研发总部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为核心，集保税研发技术服务、保税检测检验认证、保

税研发服务外包、保税研发创客服务和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保税

研发服务平台，形成立足福田保税区、面向深港两地、辐射全球，以保税研发总部和保

税互联网金融为依托的保税研发谷。本项目对于深圳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培育创客文化，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以及建设现代化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和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能健恒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赵英、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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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新区汽车产业发展调研

本项目对龙华新区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汽车流通及汽车后市场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总结出龙华汽车行业具有保有量增长快，平均拥有量低、新车销售对行业贡献突出、汽

车后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等特点，分析了当前龙华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重

大机遇，预测了 2017 年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成为龙华汽车制造的关键年。

项目组针对深圳限购后龙华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提出了打造具备区域竞争

力的汽车产业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核心高地、培育汽车电商、建设新能源汽车示范区等

建议。项目对龙华新区的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和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赵英

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产业规划

设立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吉林省落实与深化长吉图战略，更好地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一轮振兴的重要举措。产业创新与产业发展是该示

范区发展的核心和成功建设的关键。本项目在分析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的产业发展

基础和发展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示范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并对重点产业的发展策略与

措施、主要创新任务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本项目对促进示

范区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陈秀珍

项目组成员：区域与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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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高技术服务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5-2017）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2. 深圳市生物基因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3. 深圳市生物医学工程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4.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实施方案 深圳市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阮萌

5.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比较与借鉴 深圳市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阮萌

6. 2014 年度电子商务行业调研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黄鹰

7. 深圳市促进邮轮经济发展工作方案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王国文

8. 深圳市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9. 深圳市福田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调研项目 深圳市福田区经济促进局 周顺波

10. 深圳市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11. 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喀什特区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王国文

12. 深圳北站地区高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深圳市北站商务中心办公室 曲建

13. 深圳市梅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辛华

深圳市生物医学工程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201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圳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深圳生物医学工程

的领先优势，重点发展大型医学影像设备、生命信息监护和支持设备、临床医学检验设

备和介入治疗产品等，把深圳打造成为国际领先、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基地和

技术创新策源地。本研究通过总结 2014 年深圳促进生物医学工程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工

作、成效和问题，提出了 2015 年工作计划：进一步完善高端生物医学工程产业链，提升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加强人才

引进与培育，加快高端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细分领域的应用示范，完善产业发展环境，增

强深圳在全球高端生物医学工程产业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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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技术服务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5-2017）

为加快推进深圳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基地建设，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服务于“深

圳市下一代信息网络和高技术服务业研究咨询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本项目指出：深圳

要依托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基地建设，积极推进创新设计服务和检验检测服务两大重点领

域的基础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及发展能力等四大能力建设，突破共性关键技术，

积极拓展服务领域，着力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比较优势突出、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

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总监：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市生物基因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201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圳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明确指出要以深圳国家基因库生物信息

资源为依托，以生命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先进生物基因技术、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技术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打造生物药物开发、生物农业、高端医疗健康服务领域协同发

展的产业链。本研究通过总结 2014 年深圳促进生物基因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工作、成效

和问题，提出了 2015 年的工作计划：继续加大产业集聚领域项目的扶持力度，完善产业

核心链条，加强产业链上游的源头创新能力，推进政策先行先试，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育，

加强产学研国际合作，重点突破产业链的关键枢纽节点，构建产业支撑体系，促进深圳

生物基因产业快速发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比较与借鉴

本课题重点研究了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国内主要城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梳

理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况，对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主

要城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政策，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推广使用政策以及

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等进行总结，充分借鉴国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政策，提出深

圳推动新能源汽车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项新宇、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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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实施方案

本课题充分研究了深圳示范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情况，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发展情况以及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用环境，阐明了深圳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点工作，并提出关于推广

应用、产业配套和发展、充电设施网络的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促进和使用推广的制度

建设和保障措施，包括组织领导、资金投入、人才支撑、政策支持、优化环境、监督考

核等方面的实施方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市梅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产业规划研究

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制造业形势的变化，给深圳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圳既是中国电

子商务重镇，也是 IT 硬件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的重镇，还是资本市场和创投资金的密集

地，硬件供应条件、商务环境、人才和创新氛围，引发了国际和国内开源硬件创客活动

在深圳的蓬勃发展，开始从资本驱动迈入智本驱动的科技创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本研究审视了梅林片区产业带价值潜力及其在深圳的战略地位，前瞻性地规划了该地区

的未来产业，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对梅林片区更新改造存量土地空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推动科技进步，优化福田结构产业，提升城市整体价值和形象，实现深圳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邹蓝

深圳北站地区高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实施深圳北站片区开发建设，是新时期龙华新区把握建设高铁枢纽契机，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打造“两区一城”的重要抓手。本项目选取了日本横滨、法国里尔、韩国釜山三

个国际案例和上海、成都、广州三个国内案例，剖析了这些城市在规划设计、开发建设、

产业选择、投融资、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作为深圳未来的城市中心区，

北站片区应实现从“交通枢纽”到“经济枢纽”、“产业枢纽”、“城市门户”的转变，

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央商务区，成为龙华新区的新门户、中轴新城的核心区、深圳城市的

北中心，着力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区、智慧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区域发展引擎区，

做足做好“高铁经济”文章，建设国际一流的高铁经济智慧产业新城，开启龙华新区发

展历史新篇章。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北站商务中心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谢海、时鲲、王振、李建宁、张珺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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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促进邮轮经济发展工作方案

本方案是深圳市首个针对邮轮业出台的指导性文件。邮轮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端服务

业态，素有“水上黄金产业”之称，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对区域整体经济拉动作用明

显。深圳具有发展邮轮经济的基础设施优势、区位优势、旅游资源优势、经济基础优势、

客源优势和母港运营商的优势。本项目提出将深圳建设成为华南地区邮轮门户港和我国

最主要的邮轮母港之一、国际知名邮轮母港，并从完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推动邮轮

产业市场的开放、优化邮轮产业发展环境、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加强组织保障等五个方

面提出具体措施和任务。2015 年 9 月，深圳市长许勤主持召开市政府第六届十一次常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工作方案》，为深圳制定与国际邮轮经济发展接轨的产业发

展规范和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加速深圳市邮轮经济跨越发展、打造世

界一流的湾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深圳市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201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圳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明确指出要依托深圳推动下一代信息网

络产业集聚发展，掌握和主导一批 IPv6 和 4G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龙头企业跻身全球通

信领域前列，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基地。本研究通过总结 2014 年

深圳促进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工作、成效和问题，提出了 2015 年的工作

计划：继续加大对产业集聚领域项目的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核心链条，加强 IPv6、4G、

5G 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育，加快下一代

信息网络产业相关细分领域的应用示范，完善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深圳在全球下

一代信息网络产业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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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调研项目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本课题根据福田经

济发展的现有形势和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外对新兴产业的理解和认识，对福田区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的构建进行调研，指出福田区仍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偏低、空间约束

及成本上升导致新兴产业企业外迁、缺乏龙头企业和研究机构、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

提出要完善配套扶持政策、导入新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推动创新创业创客与未来产业

的融合、推动协同创新等对策建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实现福田区产业升级转型、

结构优化、产业“腾笼换鸟”等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

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喀什经济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节点和我国向西开放的

窗口。本项目通过分析喀什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基础，论证了该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造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文化旅游、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为主导，以电子信息、新材料、装备制造、科技服务为辅助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简称“四

主四辅”），最终将喀什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喀什经济开发区打造成为南疆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聚

集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试验区、绿色制造低碳发展的示范区、智慧型产城融合的新

型城区（简称“四区”）。

项目委托方：喀什特区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欧阳辉

深圳市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三五”规划

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宝安区产业转型升级，我院承担了

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研究及“十三五”发展规划两项课题的研究工作。通过

深入六个街道、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相关部门等实地考察和访谈，并召集有关行

业代表企业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行业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发展规划，形成《宝

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研究报告》和《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为宝安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规划指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王先权、赖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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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经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典型工业园内纳入深圳碳交易体系的标准研究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刘宇

2. 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曲建

3.
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人大 王国文

4.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2016-2020）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曲建

5.
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十三五”规划及

产业策划方案
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经济贸易局 阮萌

6. 洛阳市西工综合保税区发展规划咨询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 刘容欣

7.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家电灯饰小镇前期咨询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曲建

8. 河南省伊川县电子信息产业园综合咨询服务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政府 曲建

9. 深圳市光明凤凰城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城开发建设办公室 阮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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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业园内纳入深圳碳交易体系的标准研究

本项目是 2014 年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力建设项目系列课题。课题组根据国家和深圳

地区碳排放交易的现状和发展需求，指出将工业园区纳入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进一步

完善和扩展深圳试点的重要途径。课题组从六个方面对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

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国内外已有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机制设计和运行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为工业园区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通过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

摸清深圳主要工业园区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情况，结合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现行的机制

设计、以及运行一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将工业园区纳入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的

主要途径和阶段性措施，重点给出了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化和报告机制、碳排放监测系统、

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方案设计，为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科学

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项目负责人：刘宇

项目组成员：叶斌、蒋晶晶、宋华、郑鑫

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

盐田综保区是深圳市东部地区的重要开放平台、

港航供应链关键节点和盐田区港联动的核心区域。

编制盐田综保区产业发展规划是 2015 年市政府督

办工作之一。我院区域所长期跟踪研究各类海关

特殊监管区并积累了丰富经验，针对盐田综保区

的发展现状，结合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

蛇口片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宁波保税

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案例和港航经济圈层分析，

提出抓住集装箱船舶大型化推动盐田港区枢纽地位

显著提升的机遇，加快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政策向综保区复制推广，以“保税 +”为

特色的保税物流、保税贸易、保税智造和专业增值服务四大产业板块，打造我国区港联

动航运供应链示范区、华南保税产业综合创新基地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

要载体，推动盐田港区向第三代、第四代港口转型升级。本项目成果已由市经贸信息委

公开发布（深经贸信息保税字〔2015〕155 号）。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潘力、李川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时鲲、谢海、张霄、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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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本项目是深圳市盐田区 2015 年十大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盐田综合保税区于 2014 年 1 月

经国务院批复设立，即将封关运营。面对国家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盐田区建

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前沿阵地的战略机遇，作为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产

业平台，盐田综保区发展将进入快车道。本项目深入分析了盐田综保区的建设与运营对

盐田区及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正面、负面影响，结合对盐田区当前各项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的综合评估，从协调体制、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人才保障等

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期为盐田区实施更好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助推盐田综保

区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人大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2016-2020）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国家级开发区和兴隆综保区两块牌子和功能的叠加优势，是

长春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面临着破解全市产业结构单一难题、率先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新型城镇化、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多重使命。本项目结合我院在国家级开发区发展

规划研究中积累的经验，针对长春经开区的发展诉求，提出围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以综保区建设发展为重点，以生物制造、跨境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三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突破口，全力推动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深加工、现代服务业三大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成为指导经开区未来中期发展的行动纲领。

项目委托方：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彭坚、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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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十三五”规划及产业策划方案

本项目立足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面临形势，提出红海

湾“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措施、政策等。与此

同时，项目组对红海湾的资源禀赋、相关产业发展环境与趋势、市场机遇与条件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构筑“永续蓝海”的红海湾产业策划方案，建议未来红海湾应围绕

幸福滨海旅游新城建设，通过长期努力，积极打造“世界知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广东

省海洋经济发展先行区、汕尾新区创意活力滨海新城、共享型城镇化发展幸福新区”。

项目委托方：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经济贸易局

项 目 总 监：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 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罗梁

洛阳市西工综合保税区发展规划咨询

洛阳市致力于打造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但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着

开放落后、产能过剩、国有经济活力不足的突出短板。本项目针对洛阳西工综保区（3.071

平方公里）的发展诉求，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空间概念规划和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出了打造我国内陆重要的开放型产业集聚区、传统产业和国有经济“去产能”示范区、

“一带一路”西联东达的中原战略节点的总体定位及“两保税、一电商”的功能体系（即

保税制造、保税物流与跨境电商），为洛阳西工综保区的申报、建设、招商引资、运营

管理提供了方向指引。

项目委托方：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

项 目 顾 问：周振邦、潘力

项目负责人：刘容欣

项目组成员：彭坚、田立明、尹小蒙、金霄佳、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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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家电灯饰小镇前期咨询

本项目是安阳市委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我院区

域所是综合咨询服务的总包单位，联合城市规划

研究单位作为项目技术支持机构。本项目包括概

念性产业规划、概念性总体规划及启动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园区基础设施投资预可行性研究和投

融资方案研究等 5 项成果，形成“多规并举”的

规划研究一揽子解决方案，有助于家电灯饰小镇

建设项目切实落地，支撑安阳市建设中原经济区

区域性中心强市。本次综合咨询既体现了在当今经

济社会条件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又融入了 3.0+ 智能园区、互

联网 +、海绵城市等新理念，对于整个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具有科学导向作用。

项目委托方：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彭坚、时鲲、谢海、郭毅、王振、尹小蒙、张霄

河南省伊川县电子信息产业园综合咨询服务

伊川电子信息产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初步

形成了微电子产业园、移动终端产业园和动漫产

业园三大电子信息园区。但各园区在产业定位和

功能规划上缺乏整体性和科学性，园区产业用房

比例偏低，产业基础不扎实，平台功能不完善。

本项目对伊川电子信息产业现状进行梳理、对产

业园区进行重新规划和整合，提出按照三代园区

标准，打造中西部电子信息智造基地，中西部电子商品交易中心和中西部智能硬件设计

研发中心。在产业空间布局上，项目组提出以“一核，三片区”的空间构想来整合现有

三大电子信息园区，充分利用现有园区的商业和居住设施，增加产业用房，夯实产业基础，

打造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使伊川县电子信息产业整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

项目组还协助伊川县与深圳电子商会、深圳电子商品交易中心、深圳手机协会等电子信

息行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进行对接，促成双方产业合作，落实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策略。

项目委托方：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谢海、郭毅、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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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凤凰城产业发展研究

光明凤凰城是深圳重点发展片区之一，是光明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凤凰城的

科学合理规划建设对光明新区“十三五”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提出：

光明凤凰城将重点发展创新研发、总部经济、高端制造、文化创意、健康休闲、节能环

保等重点领域或产业链高端环节，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并举、质量标准品牌共建，实现制

造向创造、速度向质量、产品向品牌转变，率先建设深圳践行“三个转变”的重点示范区，

着眼未来，瞄准世界科技和经济前沿，在若干领域进行前瞻布局，打造深圳重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基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提质增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光明新区新城开发建设办公室

项 目 总 监：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邹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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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升级趋势与深圳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研究

本项目对于深圳市树立国际商业形象、构建全球信息消费高地、完善国际消费中心格局

及打造全球商贸业总部基地具有重要作用。项目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消费行为演进以及深

圳所处的阶段，并研判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所面临的环境，明确了深圳市建设消

费中心城市应该实现的举措：完善商业网点体系，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加大公共服务供给，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鼓励电子商务发展，创新 O2O 消费模式；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充分

保障消费者利益；建立信用诚信体系，充分保障消费者利益。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阮丽熔、方雪钦

商贸流通业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中国消费升级趋势与深圳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刘鲁鱼

2. 深圳企业“走出去”跨境税收管理与服务研究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 曲建

3. 深圳市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 王梅

4. 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刘鲁鱼

5. 2015 年深圳市工业商贸经济数据建模与分析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6. 深圳市工业商贸运行重点数据汇编和主要城市数据比较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7. 深圳市培育新兴消费热点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刘鲁鱼

8. 2015 年深圳市商业网点数据更新及分析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刘鲁鱼

9. 深圳市罗湖区商贸流通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李相锋

10. 深圳（福田）营商环境指数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曹钟雄

11. 深圳市龙岗区商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刘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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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企业“走出去”跨境税收管理与服务研究

近年来，深圳市对外投资呈现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随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广度

与深度大幅拓展，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有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 行动计划的推进，世界各国对跨国企业所得配置的激烈

争夺与严厉监管，使企业对外投资经营跨境税务风险系数大幅提高，相关税务服务与支

持诉求日趋强烈。课题组为充分了解深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政策

诉求，实地走访华为、中兴通讯、华大基因、海能达等“走出去”重点企业 10 余家，对

全市涉及“走出去”的 3000 多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全面评估相关税收政策执行及税

务管理服务的效应，总结对外投资税务遵从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对外投资税收政策、

对外投资税收征管、国际税收服务和国际税收协作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及税

务管理的建议，助推深圳“走出去”企业竞争力提升。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祥、王振、金霄佳、陈文彬、李建宁

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作为深圳市“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是未来五年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

总体蓝图，对深圳未来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也是我院连续编制的

第 4 个深圳市商贸流通业五年规划。项目在深入调查分析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

上，全面分析深圳市商贸流通业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把握商贸流通业发展趋势，结

合消费升级、城市发展等因素变化，提出“十三五”期间深圳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方向、

原则与目标，确定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主要任务。项目明确提出通过创

新发展、质量发展、高端发展、法治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升深圳商贸流通业对外影响力

和辐射力。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阮丽熔、赵圣慧、方雪钦、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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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深圳市工业商贸经济数据建模与分析

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换档的新常态下，深圳市工业商贸经济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本项

目在建立全市工业商贸经济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主要经济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并运

用计量经济学模型（ARMA 模型等）和统计学方法，结合全市经济最新发展形势，对工

业商贸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为提升宏观经济调控的前瞻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提供有力

支撑。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深圳市工业商贸运行重点数据汇编和主要城市数据比较

在国内外经济运行更趋波动和复杂的形势下，密切关注深圳市和国内主要城市工业商贸

数据变化，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深圳工业商贸运行态势。本项目通过全面收集整理深圳

历年来工业商贸领域的各项基础数据，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苏州等国

内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建立深圳市工业商贸经济基础数据库，并采用比较分析、回归

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为工业商贸运行综合分析提供支撑。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深圳市培育新兴消费热点研究

本项目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的决策部署，对于深圳建立消

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对

于推动全市商业发展、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是深圳市“十三五”重点项目之一。项

目围绕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旅游休闲、文体教育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项目明

确了深圳市应该围绕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新型旅游、文体娱乐、教育培训、绿色消费、

新型住宅等七大新兴消费领域，积极挖掘新兴消费热点，启动一批重大消费项目，铸就

一批新的消费品牌，形成一批新的消费增长点，有效释放深圳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

和产业转型，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阮丽熔、方雪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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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深圳市商业网点数据更新及分析

深圳自 2004 年启动全市商业网点普查工作开始，2013 年开展了第二次普查，其他年份

一直坚持对全市商业网点数据进行更新调查，已建立了数十年的历年商业网点数据库。

商业网点数据调查与分析是对深圳城市商业进行规划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编制

好全市不同时期的商业网点规划、商业发展规划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商业主管部门做

好商业行业发展引导。本项目主要针对深圳市商业规模、商业结构、业态分布等商业整

体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并进一步发现深圳市商业网点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

商业主管部门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社会管

理功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阮丽熔、赵圣慧、李相锋、方雪钦

深圳市罗湖区商贸流通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期间，罗湖区树立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区的目标，推动了商贸流通业进一

步成为优势支柱型产业，并形成了“一核三区”的商业空间格局。但罗湖区商贸流通业

的发展尚存在空间不足、设施陈旧、交通拥堵、业态分散、高端集聚不够等一系列问题，

且面临互联网电商日趋增大的竞争压力。本项目针对罗湖区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现状及

问题，提出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打造“消费目的地”、构建“品牌企业集聚地”

等“十三五”发展方向和总体思路，深入把握深圳建设自贸区、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桥头

堡的重大战略机遇和“互联网 +”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深圳市“两区三市”、“深圳质量”

的总体建设目标和罗湖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总体战略，以消费拉动经济为核心思想，

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营造一流的消费环境，优化商业空间格局，不断提升商贸流通

业发展质量，提升罗湖商业聚集度、影响力和辐射力，全力打造“国家消费型经济综合

改革示范区”和湾区经济“一号店”。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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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营商环境指数研究

构建适合于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商

环境指数模型，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福田区对

企业的吸引力和对企业营商的支持力。本课题通

过研究现有权威营商环境指数体系，结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选取福田具有代表性的

数据进行分类统计、指标计算，将营商环境分成

价值、产业、规则、创新、环境、微笑六个维度，

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前沿营商环境评价体

系，对该区营商环境做出全面、实质的分析，并为进一步改善、提升提供前瞻性建议。

本项目建立了国内首个前沿营商环境指数模型，对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以及提升城市价值和城市竞争力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

深圳市龙岗区商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作为龙岗区“十三五”重要的专项规划之一，对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

龙岗区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龙岗区完善城区发展功能，提升城区发展魅力，更好地承

担“东进发展”战略的核心枢纽功能。项目在充分分析龙岗区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研判

全区商业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结合龙岗区发展新阶段对商业发展的要求，深入把握商

业发展的大趋势和大环境，按照龙岗区建设成为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的总体发展目标，

提出“十三五”期间的商业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项目突出龙岗区商业发展特色，提出

以特色体验商业引领全区商业发展，加强商业创新、空间优化、形象重塑，全面树立龙

岗商业发展新局面。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阮丽熔、赵圣慧、方雪钦、王雯、赵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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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2020 年国家物流体系

发展纲要修订
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公厅和交通部 王国文

2. 《中国物流白皮书 2015》英文版 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 王国文

3. 中澳供应链风险案例研究 澳中理事会 王国文

4. 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发展对策研究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王国文

5. 广东省绿色货运试验项目 世界银行 王国文

6.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曲建

7.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与经济运行季度分析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曲建

8.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曲建

9. 深圳市物流质量指数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王国文

10. 深圳市物流绩效指数 (LPI) 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王国文

11. 湖北省咸宁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15-2030） 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 王国文

1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用地咨询项目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王国文

13. 河南省鲜易控股温控供应链发展战略研究 河南省鲜易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王国文

14. 成都市青白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 ) 实施方案研究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王国文

15. 星凯集团库尔勒综合商贸物流项目可行性研究 新疆星凯投资集团 王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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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2020 年国家物流体系发展纲要修订

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与招商局集团组成中方专家组，于 11 月 16-26 日赴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市调研，围绕国家物流规划体系、物流园区建设、过境物流、物流统计、

LPI 等主题，与白俄罗斯国立交通大学的专家们开展了数次深入交流和讨论，并先后完成

了三版草案的修改。白俄罗斯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通道上欧亚区域核心节点之一，

本项目对加深中白双方战略层面的沟通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从物流领域研究咨询的角度，

本项目将区域物流规划提升到了国家规划高度，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院物流领域的对

外交流与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项目委托方：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公厅和交通部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

《中国物流白皮书 2015》英文版

2015 年 11 月，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撰写的英文版《中国物流白皮书 2015》由美国

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向全球发布。本书从行业发展概况、宏观物流分析、物

流行业需求、主要制造业产业物流现状、水、陆、空、铁物流基础设施及第三方物流产业、

供应链管理、物流教育等领域，对我国物流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介绍，成为为数不

多的介绍、分析中国物流的英文著作，扩大了中国物流的国际影响力。该白皮书是 2006

版白皮书的第二版。

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总部位于芝加哥，是全球物流与供应链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

在全球 45 个国家共有 105 个圆桌分会、9000 多会员，处于定义产业、引领风向标的地位。

我院物流所自 2000 年开始参与该协会活动，所长王国文博士担任该协会的国际战略顾

问和中国圆桌会秘书长，连续十余年带领中国物流企业界和学界代表参加该协会的全球

年会，并发表演讲、主持分论坛、撰写中国物流方面的论文，先后担任了协会核心刊物《物

流商业评论》、《供应链季刊》的编委。

项目委托方：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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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供应链风险案例研究

我院物流所自 2014 年起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合作，共同完成了澳中理事会关于中澳

两国供应链风险的研究，双方分别就中国出口至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供应

链各节点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分析和国际比较分析方法，采用国际标准，描述了中澳 -

澳中供应链运作流程，分析了主要风险控制点，并提出了提高供应链绩效的方法和手段。

澳中理事会（Australia-China Council）由澳大利亚政府外交贸易部于 1978 年成立，

其宗旨是进一步促进澳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了解。该理事会致力于推动和支持一系

列有关教育、文化、出版和商务领域的活动，并为中澳两国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

项目委托方：澳中理事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杨思曈、曹璐

广东省绿色货运试验项目

2014 年，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王国文博士成为世界银行中国绿色货运项目专家，

参与了世界银行环境基金赠款广东绿色货运试验项目。王博士多次参加项目评审会、讨

论会，参与了试验项目的案例评估分析，并于 2015 年 12 月参加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主

办的项目总结会并发表主旨演讲。王博士将继续参与该项目 2016 后续计划。

项目委托方：世界银行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

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发展对策研究

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世界一流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和广东自贸区战略

的重要内容。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强化大湾区辐射

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本课题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多式联

运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提出了“科学规划、基础保障、科技提升、低碳绿色”的多式联

运发展理念，将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体系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依托多式联运体系实现“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本课题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多

式联运发展的总体战略、重点工程、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以期更好地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物流枢纽建设，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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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十三五”规划

现代物流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深圳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代表性产业。

“十三五”期间，深圳现代物流业将以创

造“深圳质量”为目标统揽全局，突出六

个转变：物流功能由服务产业发展为主向

生产组织为主转变；组织运作由低端环节

激烈竞争向产业功能整合转变；运输方式

由海运为主向海、陆、空、铁并举转变；

物流业态由基础性物流服务为主向高附加

值增值服务为主转变；产业载体由港口码

头、低层仓库为主向多层仓库、商务中心、

供应链基地等多元形态并存转变；物流政

策由扶持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为主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转变。此外，深圳现代物

流业将在“十三五”期间重点针对创新发展、新兴业态、民生物流、土地创新等领域，

出台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引导全国物流业发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时鲲、金霄佳、王振、张珺珂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季度分析

现代物流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未

来深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

期，在“深圳质量”、“粤港澳湾区经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的背景下，我市物

流业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质量提升与模式创

新的多重挑战。本项目按季度全面分析了我市物

流业运行基本数据，探索物流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梳理物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应对物流行业发展

新技术、新模式，为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提供数据

支撑，为物流行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时鲲、金霄佳、陈文彬、张珺珂、王振、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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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凯集团库尔勒综合商贸物流项目可行性研究

星凯城是南疆和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家居商业城。项目原有定位是商业地产，不仅限制

了其再融资能力，也与 “一带一路”战略关联度低。本项目确立了星凯城依托商贸、发

展物流的“商贸 + 物流”的组合商业模式，以商贸物流一体化为核心，以跨境电商、免

税购物、供应链金融、保税物流为引领，打造成为立足巴州、辐射南疆、面向西北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商贸物流中心。2015 年，我院项目组邀请香港凯

顺集团（港交所股票代码 008203）参与投资和境外合作事项，将项目转为香港公司全资

所有，通过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同时，利用凯顺在塔吉克斯坦的土地资源和政府合作

资源，将星凯的“商贸 + 物流”的项目“镜像”复制到境外，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商业模式。

星凯城项目通过重新定位，其产业性质的转变更加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入香

港企业投资参与，充分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使项目具备了良性循环的

商业模式；在塔吉克斯坦复制，使项目具备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走出去”的条件和

机会，项目可以不断在中亚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复制，形成“内外联动”

的格局。因此，项目建设在“一带一路”项目推进实施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项目委托方：新疆星凯投资集团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李磊、冯永洲

深圳市物流质量指数研究

作为全球领先的港口城市和物流中心城市，物流质量指数是深圳质量指数体系建设的重

要内容。本课题设计了物流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框架，以调研会和实地调研

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深圳大铲

湾现代港口发展有限公司等港口物流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调研，收集了真实可靠的

数据，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得出深圳市物流质量指数，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本课题揭示了深圳市物流业发展中的质量增长点，具有科学性、

前瞻性和创新性，对加快建设大质量大标准体系具有积极作用和示范意义，为深圳发挥

全国首个“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提供了有效支撑。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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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流绩效指数 (LPI) 研究

物流绩效指数 (LPI) 是由世界银行推出，评价各

经济体在通关、基础设施、物流价格水平、物

流服务质量及竞争力、货物追踪能力、及时性等

方面能力和效率的综合指标体系。本课题首次将

LPI 物流绩效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引入国内，应

用于深圳市。研究成果对深圳物流绩效、特别是

其国际物流绩效进行了客观分析和评价，明确了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作为国际化城市的物

流绩效水平。本课题通过国际化城市建设的横向比较，找出了深圳与新加坡、香港、德

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找到了影响物流绩效的瓶颈问题，并提出应对解决方案。

运用通过修补“短板”来提升整体绩效的方法，不仅对深圳物流产业的发展本身具有重

要意义，而且对于深圳加快国际化、现代化先进城市建设、提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均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湖北省咸宁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2015-2030)

咸宁是湖北省南大门，处于长江经济带与京广大通道的

交叉点，是武汉城市群节点城市之一，具备港口水运、

铁路公路等综合交通条件。本项目提出应当充分把握国

家强力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机

遇，充分利用咸宁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中

的独特优势，全力打造由冷链物流、制造业物流、商贸

物流三大领域，以及多式联运、保税物流、城市物流、

农村物流、电商物流、第三方物流和供应链金融七大业

态构成的咸宁市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加紧实现同“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与全面对接，全面推动

咸宁现代物流业的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最终将现代物

流业发展成为咸宁市的支柱产业，将咸宁打造成为鄂南

开发开放的门户和中三角区域的物流枢纽城市。

项目委托方：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欧阳辉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82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用地咨询项目

珠海港控股集团是珠海市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也

是珠海市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参与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主体。随着港珠澳

大桥的即将开通，珠三角西部的区位条件将发

生重大改变。本项目基于珠海港控股集团的港

口物流业务基础，提出了依托珠海港国际物流

总部基地大厦、港珠澳物流园以及横琴跨境保

税物流中心三大项目建设，分别打造珠港澳国

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总部基地、珠港澳城市物流

配送及综合性物流基地，以及珠港澳跨境电商展示交易与跨境配送基地的总体战略思路，

目标是将项目打造成为珠港澳保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产业集群（“一集群三基地”）。

项目成果获得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的认可，并争取申报纳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点项目。

项目委托方：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

成都市青白江保税物流中心（B 型）实施方案研究

保税物流中心是成都依托铁路口岸打造丝绸之

路经济带商贸物流枢纽的重要基础设施。本项

目明确了青白江保税物流中心（B 型）重点发

展口岸物流、国际采购与保税加工、跨境电商

展示交易、跨境电商综合运营以及供应链金融

服务等十大功能定位，提出将项目建设成为“立

足大西南、辐射大西北、一带连欧亚”的“一

带一路”重要基础设施节点、中国西部地区跨

境电商国际供应链总部基地，中国西部进口消费品集散分拨基地。在实施策略部分，项

目组提出了包括“打造蓉欧快铁双向桥头堡”在内的国际合作、跨境电商孵化、产业龙

头合作、打造保税集群等若干实施策略。

项目委托方：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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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鲜易控股温控供应链发展战略研究

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释放增强潜力、带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效途径。肉类食品

产业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众品食业作

为我国肉类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为适应转型

升级的要求而成立了鲜易控股集团。我院项目组深

入企业一线，以价值设计、平台化思维为导向，对

企业的现状基础、市场前景、竞争环境、电子商务

与互联网、温控供应链服务、生鲜食品产业链、供

应链金融和投融资、综合科研平台建设、人力资源

与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与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梳理，提出了打造“全

球领先的智慧温控供应链平台服务商”的企业发展愿景，制定了“承托万亿产业、创造

千亿价值、带动万家创业”的总体目标，构建了总体战略、市场拓展、组织结构变革、

品牌与人力资源战略、供应链金融实施方案等企业发展系统战略。

2015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前往鲜易控股集团视察， 三次提到“两创”和“四众”。本

项目提出的大型肉类食品企业打造生鲜食品产业链生态体和“互联网 + 食品产业链”，

实现了产品业态、服务业态、互联网业态的“三维一体”，成为打造食品行业生态体，

带动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获得了总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项目委托方：河南省鲜易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欧阳辉

深圳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项目在对深圳物流业多年跟踪研究基础上，形成了 20 余万字的书

稿《深圳现代物流业发展与实践》，目前已由经济出版社出版。深圳

物流业与外向型加工业相伴而生、腾飞发展，随着深圳经济与产业的

高度集聚、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物流业实现了由传统物资运输到物

流配送、综合物流，再到供应链管理的不断跃升，创造了全国物流业

发展的多项“第一”。《深圳现代物流业发展与实践》全面分析了深

圳物流业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现代物流业兴起、发展和壮大

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未来转型升级的新举措，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

可操作性，可为关注物流业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时鲲、金霄佳、王振、谢海、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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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2. 广东省海洋生物产业评估决策与信息聚合服务平台 中山大学 胡振宇

3.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广州市农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4. 《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5. 深圳市海洋产业 2014 年发展报告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6. 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7. 深圳市海洋经济统计调查与系统对接服务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8. 深圳市海洋统计专项调查 深圳市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中心 胡振宇

9. 深圳市海域使用动态综合评价与决策支持服务研究 深圳市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中心 胡振宇

10. 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产业规划报告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胡振宇

11. 广州市南沙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广州市南沙区农林局 胡振宇

广州市南沙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南沙新区建设，有利于贯彻落

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增创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为推动我国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开

发提供有力支撑。南沙新区海洋资源丰富，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十三五”期间南沙新

区将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双区”叠加的优势，着力构建科技创新、金融

创新、高水平开放支撑体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海洋经济特色，构建高端海洋产

业体系，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全球海洋经济高地。本项目结合上层战略要求、

行业发展趋势和南沙海洋经济发展需求，提出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科技兴海、海洋生

态文明、对外开放合作和海洋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为“十三五”期间南

沙紧抓海洋发展机遇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的思路和路径支撑。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南沙区农林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张洪云、安然、周余义、孙辉



Annual Report 2015

85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广东是我国的海洋大省，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 20 年领跑全国。“十三五”时期是广东省

转换增长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期，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海洋

强国、海洋强省的大背景下，本规划着眼于通过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以新的理念和方法，

对海洋空间、海洋产业和海洋事业进行科学规划，争取在海洋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发挥海洋经济在

广东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四个基本”目标中的地位，促进广东省由海洋

大省跃向海洋强省。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张洪云、安然、周余义、孙辉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广州作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华南经济中心和岭南文化中心，正进入提质增效的发

展轨道。本规划重新系统梳理了广州的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和未来方向、路径，提出“十三五”

期间将坚持“双轮”驱动，构建高端高质高新海洋产业体系，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对接并制定海洋国际规则，将广州市打造成为全国海洋强市，为推进国际航运中心、

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简称“三中心一体系”）建设，增强广州在

泛珠三角地区、全国乃至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重要支撑。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农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洪云、周余义、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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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

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是深圳近年来海洋发展的核心主

题，为推进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条例立法

工作，调研组围绕国内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立法情况、

深圳目前立法条件和立法需求、国外相关海洋经济

科学发展立法情况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

总结，调研了广东省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片区、深

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片区相关部门和重点企

业，系统研究了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现状和问

题、深圳市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条例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明确和解决的主要

问题等，为下一步深圳编制《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创建海洋强国示范区的决定》提

供重要支撑。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洪云、周余义、孙辉

深圳市海洋产业 2014 年发展报告

加快海洋未来产业培育与发展，是实现深圳市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和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项目在对全市海洋未来产业所属企业开展统计调查的基础上，深

入分析海洋未来产业的发展现状、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对海洋未来产业的科技创新载

体和产业链发展模式进行专题研究，并利用 DEA 模型从投入产业角度对海洋未来产业创

新效率进行评估，最后提出加快海洋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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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作为我国先行先试的成功典范，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试点示范方面责无旁贷。本

规划以建设海洋强国示范区为抓手，提出以世界级海洋城市为标杆，在国家大方向和世

界大格局中找定位，明确深圳市海洋经济“十三五”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并确立了海

洋产业、海洋科技、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等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为“十三五”

期间深圳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提供指导。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洪云、孙辉

深圳市海洋经济统计调查与系统对接服务

在全市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然而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可行的统计核算制度。本项目通过完善全市涉海企业名录、

通知和催报各涉海企业、统计企业上报数据，最终核算全市海洋生产总值，并对接海洋

经济统计数据直报系统，为摸清全市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提高海洋经济科学管理和精准

调控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深圳市海洋统计专项调查

深圳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系统建

设已初步完成，推动系统常态化、业务

化运行，充分发挥系统统计与展示功能，

对于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管理能力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本项目通过开展涉海法

人单位监测和统计调查工作，建立深圳

蓝色经济指数，对全市海洋经济发展状

况进行综合与分项评估。以此为基础，

对系统中的评估子系统、GIS 子系统和信息服务与发布子系统进行更新与完善，实现模

型评估结果立体化、可视化，从而为海洋经济管理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中心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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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域使用动态综合评价与决策支持服务研究

加强海域精细化管理，是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发展目标的重

要内容。本项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深圳市创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市和海洋强

国示范区的内在要求，有效应用了遥感、ARCGIS 等多种技术手段和多种模型对深圳的

海域使用动态、围填海演化进程、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及海洋环境风险等关键问题进行

了系统分析与评估，并制定了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为深圳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与保护

海洋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中心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洪云、孙辉、杨阳

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产业规划报告

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半岛区）位于珠三角东岸中部、大空港规划区西北部，规划

填海面积约 7.5 平方公里。项目提出围绕建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海洋新兴产业基地，

致力打造“蓝色创新基地”，利用深圳领先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优势，大力发挥资本优势，

突出发展海洋总部经济，培育和服务中小创新企业，重点构建国家级海洋高技术创新、

创业示范载体。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洪云、周余义、孙辉

广东省海洋生物产业评估决策与信息聚合服务平台

建设广东省海洋生物产业评估决策与信息聚合服务平台，必须全面深入掌握深圳海洋生

物产业发展情况。本项目围绕深圳海洋生物产业的发展，设计海洋生物产业健康发展和

优化的动态评估体系，通过深圳市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直报系统，建立海洋生物产业相关

技术支持、生产状况、市场交易等多源数据库，为政府制定推进广东省海洋生物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等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项目委托方：中山大学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周余义、张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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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金融十年回顾与总结（2003-2013） 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张建森

2. 深圳金融发展报告（2014） 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王梅

3. 深圳市金融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张建森

4. 深圳市经济金融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2014 年报告 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王梅

5. 济南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张建森

深圳金融十年回顾与总结（2003-2013）

本项目是近年来对深圳金融业回顾与总结较为完整的报告。项目回顾了 2003 年至 2013

年期间深圳金融业发展的整体状况，系统梳理了深圳金融机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

法制环境、深港金融合作以及金融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了深圳金融业发展十

年间的经验、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深圳未来的金融业发展方向，即立足国际

视野，践行国家战略，不断丰富金融中心功能和内涵，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

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以制度创新和市场化实践率先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全力打

造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引领区、跨境金融业务的先行区、创新金融业态的集聚区和产融紧

密结合的示范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余凌曲、张祥、余鹏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90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深圳市金融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时期，深圳金融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支柱产业地位进一步提升，全

国金融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为“十三五”乃至未来更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项目

在总结深圳金融业“十二五”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三五”期间深圳金融业的

发展机遇、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以制度创新和市场化实践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发

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丰富全国金融中心功能和内涵，全力建设金融改革引领区、产

融结合示范区、国际金融先行区、金融品牌集聚区和金融运行安全区，力争到 2020 年

把深圳打造成为联通香港、服务全国、辐射亚太、影响全球的人民币投融资集聚地和现

代化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余凌曲、张祥、余鹏

济南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研究

项目组在济南市金融办、财政局、人行济南分行等部门的配合下，深入调研，综合运用

金融中心建设的科学理论，深入分析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条件、问题和机遇等，

提出“把济南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际化创新型产业金融中心，打造国家级产业

金融创新发展示范区”，具体内涵包括“三中心一区一基地”，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

业基金管理中心、产业要素交易市场中心、产业金融创新中心和金融信用安全区，以及

我国面向韩日开放的重要金融合作基地。在实施路径上，本项目提出了十大重点任务和

55 项具体措施，突出发展重点，以点带面，推进济南金融中心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项目委托方：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刘国宏、胡彩梅、余凌曲、张祥、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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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特区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一带一路”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广东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张玉阁

2. 深圳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航合作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王国文

3. 创新深港通关模式，推进口岸综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 张玉阁

4. 加快深莞惠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 胡振宇

5. 东莞全面对接广东自贸区策略研究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胡振宇

6. 深汕特别合作区“十三五”规划 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规划局 阮萌

7. 深汕特别合作区产业发展规划（2015-2030） 深汕特别合作区经贸科技局 阮萌

8. 深圳市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2014 年度报告 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辛华

9. 香港青年问题的解决及深圳的施为空间课题 深圳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张玉阁

10. 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总体规划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 曲建

11. 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空间规划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 曲建

12. 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投资可行性研究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 曲建

深圳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航合作研究

深圳正在全力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而发展湾区经济是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

打造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的重要内容。本项目分

析了深圳及粤港澳区域整体经济环境、深圳港航发展及对外合作情况、周边沿线区域对

于深圳港口的需求及竞合动因，总结了国际大湾区区域港口发展经验，提出了深圳市在

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湾区经济下与沿线港航合作的行动计划和保障措施，包括拓

展国际港航合作、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涵、提升合作水平等，以期充分发挥深圳

港航业的优势，更好地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湾区经济。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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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三五”

期间粤港澳如何发展，如何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研究。本

课题力求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粤港澳区域发展策略的有机协同，一是

结合世界一流湾区发展历程及其共同性和特殊性，简述粤港澳大湾区的演进过程，对粤

港澳地区发展现状做出判断；二是分析“一带一路”与粤港澳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重

点分析粤港澳扮演的角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三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

三是提出“一带一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策略，包括如何善用空间地理优势、发挥

经济产业功能、激活外溢辐射效应等；四是论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路径与重点；五是

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尚阳、杨秋荣等

创新深港通关模式，推进口岸综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本课题对深港陆路口岸布局及通关现状进行了客观评估，剖析了口岸通关存在的问题，

根据“十三五”期间国家有关文件对口岸工作的具体要求、深港合作及区域发展对口岸

通关改革的客观需要以及国内先进城市和国际有关国家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成功经验，明

确了提高深港口岸货物、人员通关便利化的主要措施。在货物通关便利化方面，提出推

进“三互”大通关建设、构建大数据平台和电子口岸、完善执法监管机制、创新跨境电

商通关模式等措施；在人员通关便利化方面，提出优化“一周一行”政策、建立深港通

关人员数据库、推进口岸通关自动化和电子化、缓解节假日及周末口岸高峰客流和完善

口岸交通接驳等具体建议。此外，在协调机制、法律法规、口岸功能、环境建设等方面

提出了创新深港通关模式的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王亚文、郑文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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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深莞惠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

积极推动深莞惠一体化发展，打造深莞惠“3+2”协同发展新格局，是破解深圳当前发

展瓶颈的重要途径，也是更好地发挥深圳的带动作用，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区域合作模

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珠三角整体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本项目通过对城市空间一体化

演化进程的分析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与水平的测度，总结了制约深莞惠一体化发展的

关键问题，提出了深莞惠一体化应遵循城市群客观演化规律，因地制宜，实行以优势区域、

优势产业为切入点，以综合交通为导向，以“城区 + 园区”、“邻地 + 飞地”相结合的

载体组织方式推动城市、产业、交通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发展策略。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杨阳、张洪云、孙辉

东莞全面对接广东自贸区策略研究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和促进对外合作交流的重大举措。本项目提出以长安新区、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松

山湖高新区、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虎门镇为核心，有效构建东莞对接自贸区的大平台

体系，全面深化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交流，主动承接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资源外溢和政策辐射，最大限度地分享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带来的制度红

利，提升东莞开放型经济水平。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政策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洪云、孙辉、杨阳

深汕特别合作区“十三五”规划

为加快实施广东省振兴粤东西北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战

略布局，全力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经济和社会建设，本项目建议，“十三五”期间，深

汕合作区应紧紧把握广东省、深圳市、汕尾市发展的相关目标定位，不断探索区域合作

新模式，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构建创

新创业生态，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将合作区努力打造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粤东振

兴发展先行区、深圳产业拓展支撑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协作区 , 建设经济繁荣、人才

集聚、和谐稳定、幸福共享、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产业新城。

项目委托方：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规划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项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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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特别合作区产业发展规划（2015-2030）

本规划建议，加快实施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把

握深圳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全力推进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努力建成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有利时机以及汕尾深度参与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打造粤东地

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谋求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抢抓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转

移的战略机遇，发挥合作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面对接深圳、汕尾和珠三角产业资源，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突破，优化提升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建设“产业高地、生命绿洲、未来之城”。

项目委托方：深汕特别合作区经贸科技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市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2014 年度报告

2014 年，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市直部门和各区（新区）积极参与，使深圳市

重点区域开发建设指挥部机制运作步入正轨，特殊政策研究深入推进，各重点区域总体

规划顺利完成，全年投资计划超额完成，区域转型升级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工作全面启动。本课题深入总结了 2014 年深圳市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工

作取得的成果与经验，记录了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提出了 2015 年重点区

域开发建设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报告获得了市长许勤的高度肯定。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邹蓝、张志宏、张彩宏

香港青年问题的解决及深圳的施为空间课题

 近年来，香港青年面临总量平缓递减、教育资源有限、失业率偏高、收入增长几乎停滞、

购房压力巨大、阶层流动艰难等困境，并存在欠缺国民身份认同、挑战中央政府权威、

抗拒深港合作融合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香港青年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国民教育缺失、

基本法宣传不利、反对派刻意引导、媒体和家庭负面影响以及国际上“颜色革命”、欧

洲和中东北非等国家或者地区社会动荡的影响等方面，从而使香港青年对一国两制、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内港融合和区域合作、特区政府施政以及香港竞争力和营商

环境等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本课题通过客观分析、准确评估、正确判断香港青年面临的

问题和香港青年问题的症结所在，从政府、社会、市场层面提出了深圳应采取的具有现

实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项目总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王亚文、郑文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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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属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张建森

2.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建森

3. 深圳市机场集团创新研究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李相锋

4. 深圳市机场集团“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周顺波

5.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曹钟雄

6.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阮萌

7. 深圳移动公司 2014 年市场潜力研究 中移动广东深圳分公司 张玉阁

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森

9. 深圳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斐

10. 深业物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编制 深业南方集团、深业鹏基集团 曹钟雄

11. 深圳市腾邦保税金融岛发展战略研究 深圳市腾邦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相锋

12. 深圳华南城升级改造方案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陈秀珍

13.
深圳市房产登记中心培训制度及人力资源

规划相关制度
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 黄鹰

14. 深圳市中洲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深圳市中洲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刘容欣

15. 洛阳市国宏投资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曲建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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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属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三五”战略规划

“十二五”时期，深圳市属国资国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释放发展活力为核心，积

极引领国资国企改革，有效克服了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依据市属国资国企的发展现状

及我国推进“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实施，本项目提出，深圳市属国资

国企应以更好服务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为总体目标，以“一带一路”和自

贸区建设为契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做强做优做大市属国有企业为核心目标，

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模式，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

立足深圳，面向世界，加快“走出去”发展步伐，不断增强市属国有经济价值创造、保

障服务、战略先导功能，打造一批世界级企业，实现发展新跨越，有力支持深圳“两区

三市”建设。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胡彩梅、陈文慧、曾彤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国资委

重要的履职辅助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平台，先后承担了一般竞争性领域劣势国

企改制退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划转接收

与重组整合、市政项目投融资工作等阶段

性改革发展任务，在市属国有经济布局优

化、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资国企改革创

新以及新型投融资模式探索等领域取得优

异的成绩。“十三五”时期，根据中央、

省市国资国企改革精神，投控公司将全面深化改革，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本项

目提出以“深化改革、加快转型”为主题，结合投控公司的发展现状，提出“强化投资

融资、资本运营、辅助履职三大功能，实施存量改革、增量转型两大战略，将投控公司

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刘国宏、余凌曲、胡彩梅、谢敏、张祥、余鹏、陈文慧、曾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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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集团创新研究

“十三五”期间国企改革成为重要主题，机场作为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发挥服务

功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原有机场管理模式面临变革。本项目通过分析得出，航空

运输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航空出行需求将进入爆发增长期，也会发生重大结

构性转变。为适应新常态，深圳机场积极创新，调整现有制度结构和服务特点，全面实

施“平台化”、“国际化”、“一核多元”、“港城融合”四大战略，实现机场服务模

式创新，业务发展模式创新和集团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机场由经营型向管理型机场转变，

空港由航空运输区向特色城市功能区转变，集团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向航空城综合运营

商转变的三大转变，以满足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需要和旅客出行的新需求。本项目

深化了我院在国企创新改革和航空运营领域的研究。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赵英

深圳市机场集团“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本项目通过对现代航空服务的需求分析得出，“十三五”时期是深圳机场集团跨越式发

展的黄金机遇期，必须按照深圳市国资委的统一要求，围绕“最具体验式机场”和“最

具特色航空城”建设两条主线，服务于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城市建设，使深圳机场成

为立足珠三角、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珠三角区域枢纽，推动空港由传统空港交通枢纽

向特色城市功能区转型，使深圳机场集团成为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组指出，“十三五”期间，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不断深入，机场应主动顺应航

空出行大众化和“互联网 +”的发展趋势，牢牢把握国家“一路一带”、自贸区建设、

新一轮国企改革和深圳“两区三市”建设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特区 + 湾区”叠加优势，

积极应对安全服务需求提升、区域竞争、高铁分流及资源瓶颈的挑战，完成由“城市机场”

向“机场城市”的转变。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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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本项目总结了深圳机场在“十二五”期间的规划总体执行情况，指出了企业发展中五大

战略进展不一的问题，结合“十三五”期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企业进行 SWOT 分析，

确定了国际化、安全与服务领先、专业化、融合创新四大发展策略，并确立了推进最具

体验式机场建设、推进珠三角区域枢纽机场建设、打造专业机场运营商三大核心任务。

项目明确了企业的规模、创新和经营发展目标，提出要实施国际化策略，以国际化标准

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布局；要实施安全与服务领先策略，强化投入，以安全保障服务，以

服务促进安全，打造集“安全领先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绿色机场”

为一体的“最具体验式机场”；要实施专业化策略，塑造最具竞争力的专业机场运营商。

项目对企业进一步落实五大战略，深化国企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十三五”战略规划

本项目在深入研究行业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对集团现有的发展基础、发展优势、存在

问题等进行分析，充分挖掘盐田港集团资产、资源、品牌、国资等叠加优势，继续深化

二次创业，确定“十三五”期间集团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重点项目、实施策略以及

政策保障。通过战略规划的实施，努力将盐田港集团建设成为深圳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桥

头堡的重要实施企业、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项 目 总 监：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刘洁、郑宇劼、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Annual Report 2015

99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属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承担着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投融资、建设、运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本项目通过对发展环境分析以及

SWOT、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等战略工具分析，提出地铁集团“十三五”发展目标是：

实现“五个千亿”，运营“两个五百”，形成五个核心竞争力，把地铁集团发展成为全

球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发展模式先进、服务水平一流、品牌效应突出、经营效率领先的国

际化现代企业集团。在此基础上，提出地铁集团的总体发展战略是：“建设统领，五举

并重”，建设地铁与建设城市并重，建设地铁与运营地铁并重，建设地铁与资源创造并重，

建设地铁与配套服务并重，建设地铁与管理提升并重。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余凌曲、刘斐、张祥、余鹏

深业物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编制

本项目在充分研究当前国企改制、混合所有制以及相关国有产权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了深业集团物业服务业务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解决方案。分析表明，委托方

下属的四家物业公司存在企业规模与效益失衡、员工整体素质不高、决策机制不灵活、

品牌分散、增值服务少等问题，建议采取增值扩股的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先股发

行以及经营班子的市场化竞聘等战略措施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自身素养和打

造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为国资和深业集团的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增效和寻求转型发展

探索新路径。项目组评估了改革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项风险，并为改革后企业的发展明

确了方向。

项目委托方：深业南方集团、深业鹏基集团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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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腾邦保税金融岛发展战略研究

腾邦集团创立于 1998 年，是中国高端商业服务典型示范企业，在旅游、电商、互联网

金融等众多领域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本项目分析了项目所处位置的背景和区位状况，

通过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明确了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提出了通过发挥腾邦集团平台

资源、地缘空间、金融服务外包和总部经济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保税金融

创新岛，最终形成集国际商贸、国际文化、旅游文化交易、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创

业孵化、总部经济、健康服务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低碳智慧、环境优美的国际高端保税金

融创新产业集群，构建“西有前海蛇口自贸区，中有福田保税区”的深圳开放经济大格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腾邦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

深圳市中洲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中洲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产业园区建设与企业孵化、基础设施投资、股权

投资四大业务板块。2013 年中洲集团控股了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避免

内部竞争，中洲集团将负责前期拓展和土地征拆的开发管理部独立出来，成立深圳中洲

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本项目从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流程管理、企业文

化等角度剖析中洲城发公司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全面的诊断报告。根据发展形

势和公司自身条件，项目组将公司定位为“立足深圳的城市更新专家”、“集团核心价

值的创造者”。项目组利用深圳市规土委信息库对全市城市更新潜在区域进行了搜索和

挖掘，指出未来公司的主要业务发展区域和业务方向，设定了发展目标，并提出公司治

理结构的优化、组织架构的完善、激励机制的建立等战略实施途径，为公司打造成深圳

城市更新标杆企业指明方向和路径。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中洲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项 目 总 监：潘丽达

项目负责人：刘容欣

项目组成员：谢海、尹小蒙、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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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国宏投资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本项目是洛深合作战略框架下的一项重要专项性咨询工作，拟以洛阳国宏投资集团为试

点，通过战略梳理、业务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其打造成为洛阳市工业板块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支撑洛阳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极和开放创新城。本项目选

取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庆渝富集团为案例，为国宏集团提出了角色定位的三个

转变，业务体系重组的五大板块和建设产业资金池、平台示范园、工业研究院的三大实

施策略，以及三项制度改革、下属公司混合所有制等配套措施。本项目注重从成果咨询

向过程咨询服务，按照战略规划思路，积极为客户与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各类产

业资源对接，推动规划落地实施。本项目成果被《建设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战略纲要

（2015-2020 年）》、《洛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市国资

委改革工作方案充分吸纳。

项目委托方：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郭毅、尹小蒙、张霄、田立明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国内一流、深圳领先的市政工程设计咨询企业。该公

司在“十二五”时期经过资本运作，成功实现了“市政设计 + 轨道设计”的双龙头战略，

摆脱了新常态下全国性市政工程投资收缩带来的行业下行的风险，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项目坚持过程咨询的方法论，踏实按照“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方针，广泛听取和

征求公司高管、各个部门、各个层面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努力引入外部智力资源，

吸纳大数据技术、智慧城市、国际行业问题专家或专业人士专业意见，探讨市政工程设

计 + 互联网、+ 智慧城市等实现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及其可行性，使规划体现面向未来、

拥抱变化、坚持创新的理念。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斐

项目组成员：周林、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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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河南省洛阳市动漫之都产业园产业规划及投资可行性研究 河南省恒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学民

2. 设立深圳国际低碳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阮萌

3.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信息公司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曹钟雄

4. 设立深圳市盐田港信息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聂鉴强

5. 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设立财务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刘国宏

6.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曹钟雄

7. 海王介入医疗产业可行性研究及咨询 深圳市海王汇通医疗发展有限公司 刘斐

8. 海王银河收购河南东森股权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刘斐

9. 合肥市民生奢侈品总部基地可行性研究
民兴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东北城商贸有限公司
陈秀珍

10.
广州九毛九餐饮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可行性研究
广州九毛九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胡剑伟

11. 广东省柏华容器有限公司首次上市募投可行性研究 广东省柏华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曹钟雄

12.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容欣

13.
苏州市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融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补充项目
苏州市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1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15.
上海市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可行性研究
上海市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16. 广州市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州市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17. 中源协和（南方）细胞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可行性研究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阮萌

可行性研究

102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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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动漫之都产业园产业规划及投资可行性研究

中国动漫之都（洛阳）产业园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是洛阳市及河南省重点扶持的文化产

业项目，原计划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原创动漫产业聚集区。项目已部分建成，但面临规

划定位不能贴合市场，不能满足项目产业聚集要求，投融资障碍等问题，导致项目停滞

不前，需要借助外脑进行战略调整。课题组对产业园的地缘、交通、景观等方面进行了

广泛调研，并提出了产业园重新定位、调整产业功能及投资的具体建议，形成《园区产

业规划研究报告》、《园区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园区运作策划方案》等成果。

项目委托方：河南省恒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吕元祥、王钊、孙兰辉

设立深圳国际低碳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从全市战略高度，结合特区建发集团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重点研究设立深

圳国际低碳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背景、必要性、投资方案、经营范围、组织架构、经

济社会效益、风险规避以及相关建议等相关内容。深圳国际低碳城投资开发公司作为特

区建发集团推进国际低碳城开发建设的重要抓手，将紧紧围绕国际低碳城发展目标，以

低碳城市综合运营商为战略定位，积极推进深圳国际低碳城相关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

运营、管理等各项工作，成为新时期创新城市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的探路者、绿色

低碳发展战略的践行者，促进国际低碳城跨越式发展，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发展模式。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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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信息公司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旨在解决机场股份信息化业务因信息资源服务效率低、信息资源缺乏市场机制有

效转换为有价值创造，且运营专业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项目对机场股份的现有

结构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为信息公司的设立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专业的经济效益可行

性分析。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

设立深圳市盐田港信息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

“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及相关政策给港口业转型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

实施“互联网 + 港口”，成为各个港口提升综合竞争力，转变内在增长动力，实现各产

业板块联动、O2O 融合发展的主要途径。项目组在深入调研上海港、宁波港等港口企业

的基础上，结合盐田港集团的资源优势，新设公司主要定位于三个方向的业务拓展，一

是着眼港口营运核心能力的构建，将其打造成为集团业务多元化和“走出去”、复制本

地港口发展经验的重要工具和关键优势；二是着眼“互联网 + 港口”下新业态的拓展，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推动盐田港集团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港口企业代表；

三是着眼集团内外资源对接和整合，打造集团下属专业化的信息业务投资平台，挖掘资

产组合价值，获取股权投资收益。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党崇雷、宋华、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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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设立财务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在原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和深圳

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 3 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企业，是一家以产权

管理、资本运作及投融资业务为主业的市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本项目通过行业分析、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现金流量分析、财务分析等，认为投控公司设立财务公司在政策、

财务、经济和社会效果上是合理可行的，并就财务公司的筹建制定了相关方案。项目认

为设立财务公司有利于强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提升整体资金使用效率效益，及提

高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投控公司财务状况总体良好，在获取政策支持、经营资源等方

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余凌曲、胡彩梅、张祥、余鹏、陈文慧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申通快递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完善、流畅的自营快递网络，是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快递企业之一。本项目梳理了申通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和项目

发展目标，对相关行业进行了分析，结合国内快递行业过去五年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

展前景，指出未来五年快递行业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将不低于 20%。通过分析

得出，申通公司具有高认知度和影响力、业务量居全国第一、服务网络完善、创新业务

经营模式、创新性探索人才管理和培养模式等优势，未来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项目组

结合具体项目，分析了潜在风险，并提出一系列风险规避措施。本项目深化了我院对快

递行业的了解，并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下一步发展计划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项目委托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李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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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民生奢侈品总部基地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通过对区位条件、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投资商优势等分析研究，提出了建设总部基地

的目标定位、建设规模、经营模式与招商策略，

并对其经济可行性与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论

证。项目研究成果为委托方提供了重要的决策

参考。

项目委托方：民兴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东北城商贸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陈秀珍

项目组成员：区域与产业研究中心

广州市九毛九餐饮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通过对九毛九公司经营现状及可持续性经营的分析和论证，对项目投资的方向以

及区域进行合理论证。特别是通过对九毛九连锁餐饮企业的研究 , 总结出目前餐饮业“快

时尚餐饮”的最新业态。近年来，各大城市的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快速发展，远超

街边店等传统商业形态。人们的购物、消费和娱乐习惯也开始逐步改变，购物中心成为

人气最旺的商业场所之一，而餐饮门店是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物中

心凭借强大的人流聚集能力，吸引餐饮企业纷纷入驻，彼此协同发展，推动了餐饮连锁

企业快速发展。本项目论证了九毛九募集资金投向的可行性，给投资者提供了客观的投

资依据。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九毛九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剑伟    项目组成员：周林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东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涵盖药品代理销售和药品研发、制造业务的国内知

名综合性医药集团公司。本项目在编制生产基地、研发中心、营销网络和信息化四个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过程中，为券商、公司管理层提供战略梳理、思路建议、数据分析、

沟通衔接等增值服务。目前所有项目已完成发改委备案，进入券商内核程序。

项目委托方：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容欣    项目组成员：彭坚、郭毅、尹小蒙、陈文彬、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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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柏华容器有限公司首次上市募投可行性研究

广东省柏华容器是国内从事铝质易拉罐盖制造的领先企业，在技术、管理及生产设备方

面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2015 年，公司开展上市前期准备工作，委托我院开展 IPO 募投

项目可研报告的编制。我院项目组与投行对接，开展实地调研，对行业趋势及标杆企业

展开了深入分析，发现上游铝行业价格近年来持续下降，而下游软饮料行业增长稳定、

格局清晰，成本的持续下降有利于易拉罐行业的发展。项目组预测，未来五年，易拉罐

整体仍将保持 10% 的增长速度。通过对易拉罐行业发展方向的预测，本项目对企业发展

战略进行了梳理，并对上市募投项目进行了投资估算和风险分析，提供了相应的风险规

避措施。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柏华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

苏州市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融资项目可行性研究补充项目

我院在对该公司的首次咨询服务中，圆满完成了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轨道交通综合

体设计院扩建项目、绿色建筑工程技术中心扩建项目、云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突出了公司在绿色建筑、轨道交通综合体设计细分市场方面的

优势，明确了公司“互联网 +”战略发展的具体方向。根据公司上市筹备工作的需求，

我院进一步编制设计中心大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首发申请已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通过。

项目委托方：苏州市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郭毅、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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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州酒家是一家以粤菜为特色的餐饮服务企业，素有“食在广州第一家”之美誉。除餐

饮服务之外，公司还积极拓展食品制造领域，在广式月饼和腊味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

本次 IPO 募投项目设计是公司第二次上市申请筹备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项目组通过分

析公司经营特点、行业发展趋势，总结公司第一次上市申请经验，与公司共同制定了广

州餐饮门店、深圳餐饮门店、食品零售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扩建、利口福食品生产基地

扩建、技术研发中心等募投方案，并提出公司应进一步巩固广州市场地位，加快异地拓展，

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和开设直营实体门店等方式扩大食品制品销售，拓展和创新公司销

售渠道，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委托方：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郭毅、周林、田立明、尹小蒙

上海市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上海市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各类胶粘材料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公司，

产品涵盖美纹纸胶粘带、布基胶粘带、电子胶粘带及其他胶粘带等各类产品，广泛应用

于建筑装饰、汽车制造及汽车美容、电子电器产品制造、家具制造、办公用品、包装等行业。

为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解决公司现有产能瓶颈问题，公司拟在江苏张家港建设“年

产 13200 万平方米功能型胶带项目”，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项目组评估认为，项目实

施后可为公司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巩固与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研究成果已报送公司

及广发证券审核并获得认可。

项目委托方：上海市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田立明、金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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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是我院承担的第三家园林企业上市咨询项目。我院利用在园林上市咨询方面积累

的经验，完成了苗木基地建设、补充运营资金、信息化、研发中心等可行性研究报告以

及园林行业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本项目突显了我院在上市 IPO 募投一体化服务的优势，

为企业提供了从募投项目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备案、项目节能评估以及招

股书相关章节编写支持等系列服务。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预披露了招股说明书。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郭毅、尹小蒙、陈文彬

中源协和（南方）细胞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可行性研究

生命健康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源协和作为国内细胞和基因领域中的龙头企

业，在稳固华北地区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西北和华南地区。本项目重点研究建设中源

协和（南方）细胞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中源协和（南方）细

胞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的总体定位、功能布局、运营模式等，并对市场和项目财务可行

性进行了分析，为中源协和（南方）细胞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项目委托方：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总 监：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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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 , 中国企业和投

资“走出去”的趋势逐年增大。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院

致力于开阔国际视野和提升研究能力，加强与国际智库的

交流与合作。2015 年 , 我院继续开展各种学术交流，举办

学术活动，拓宽信息交流和传播渠道；继续保持与国内外研

究机构、各国驻华机构的学术互访，并结合部分重点研究

领域，通过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向国外专家学者介绍中

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解读相关政策，同时展示我院研究成果，

扩大我院影响力。

国际视野与影响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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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智库论坛暨北京年会

5 月 8 日，由我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2015 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

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论坛以“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为主题，探讨如何从新的视角为国

家规划的完善提供参考。



Annual Report 2015

113

中国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

为提高深圳金融产业竞争能力，在深圳市金融办的指导下，我院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招商银行以及深圳市

前海金控于 6 月 17 和 22 日分别在芬兰和瑞典举行中国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暨深圳金融中心系列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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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深港合作论坛

11 月 4 日，由我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深港合作论坛”

在深圳举办。论坛主题为“推进科技合作，共建深港创新圈”，来自深港两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

界人士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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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国首发暨 2015 金融中心发展峰会”在我院举行，第 18 期全球金融中心

指数 (GFCI)、第 7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在深圳首发。这也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在中国发布。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国首发暨 2015 金融中心发展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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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国际化专题研讨会

9 月 18-20 日，“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举行。期间，我院主办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国际化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国公益界代表出席会议，分享各自在

公益领域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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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

11 月 18 日，为推动深圳东进发展的战略设想，我院与深圳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举行了“深圳东进战略

专家研讨会”。来自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的 21 位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深圳东进、区域协调、坪山定位”

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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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面深化改革沪津深三城论坛

12 月 11 日，由我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全面深化改革沪津

深三城论坛”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新区特区的创新发展”，设有“区

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十三五’规划编制”两个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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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代表团访问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2. 副院长曲建与埃塞俄比亚内阁国务部长西塞交流

3. 我院与韩国京畿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代表团访问我院 

5. 院代表团访问芬兰总商会

6. 物流所所长王国文博士参加 APEC 菲律宾高官会

1

5

2

6

3 4



ACADEMIC EXCHANGE
学术交流

120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1. 瑞士南方应用科技大学 EMBA 学生代表团访问我院

2. 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公司 New Context AB 创始人姚汉森来访

3. 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谢婉婷与金融所张建森博士交流

4. 院物流所与招商物流拜访白俄罗斯交通部

5. 院城市化所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调研

6.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政治经济领事丁云海访问我院

1

3

5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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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驻广州领事龙博森访问我院

2. 院金融所张建森博士与瑞士学生交流

3.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姚彦全领事访问我院

4. 院代表团参加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全球年会

5. 院代表团访问瑞典商业银行

6. 院代表团参加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全球年会

1

3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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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代表团访问纳斯达克集团芬兰证券交易所

2. 南非学者雅姿妮来我院调研

3.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戴德明来访

4. 副院长曲建向埃塞俄比亚工业部及工业园区总公司答疑

5. 加拿大外交、贸易及发展部东亚司处长何大伟来访

6. 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问我院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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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代表团来我院调研

2. 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贸易专员大卫·莫里斯来访

3. 院代表团访问纳斯达克集团瑞典证券交易所

4. 华为公司外籍专家团访问我院

5. 印尼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所长来院调研

6.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瑞士学生授课

1

3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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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前行与未来展望

2015 年，中国智库建设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我院经过二十

余年的奋斗和努力，入选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

位，实现了老一辈创院者的夙愿。这既是对我院工作的肯定，

也成为我院的新起点和新使命。作为社会智库，我们将继续

在建设中国新型智库的机制方面努力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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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4 日，常务副理事长姜忠、院长樊纲，以及唐惠建、郭万达、刘瑞等同志分别看

望了名誉理事长陈锦华、理事长项怀诚、副理事长高尚全和李德水，向各位领导简要报

告了院 2014 年工作情况和 2015 年工作思路，并听取了各位领导的意见、指示和要求。

2 月 12 日上午，我院召开总结表彰大会，院长樊纲通报了 2014 年度各部门的工作情

况，全面总结了我院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成绩，部署了 2015 年工作计划。会议表彰了

2014 年度先进员工及自 2004 年入院以来参与研究院建设和发展满十年的员工。下午，

我院举办了 2015 辞旧迎新联欢会。

3 月 1 日，唐惠建、郭万达、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刘瑞等同志前往惠州市看望了名

誉理事长陈锦华。锦华同志特别回顾了他与课题写作小组成员完成三部专著写作的过程

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高度评价了写作小组的团结协作精神，并对今后的研究工

作提出了殷切期望。 

3 月 1 日，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我院区域所继《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战略规划》、《埃

塞俄比亚经济特区研究咨询》之后，正式启动了又一个国际性研究咨询项目《印度威扎吉 -

钦奈工业走廊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3 月 12 日，我院召开香港问题内部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当前香港的政治、社会及香港

与内地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在深的四位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郭正林、谭刚、邹平学、

张定淮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香港中联办深培中心科研处副处长富源、深圳市委政研

室麦永冠出席研讨会并作交流。研讨会由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

达主持，产业经济资讯中心主任龙隆、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作了主题发言。

3 月 24 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副主任李勇率队，研究室处长陈公全、高级研

究员王武耀和研究员胡彦清等专家一行来我院交流访问。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座谈会，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院相关情况，并就今后合作方向及低碳研究等方面与来宾进行了深入

探讨。 

4 月 1 日，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谢婉婷，副领事叶思鸿访问我院，就深圳经济发

展情况和前海 - 蛇口自贸区在广东自贸区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专访，我院金融与现

代产业研究中心张建森主任、余鹏同志参加了座谈。

4 月 13 日，由院长樊纲带队，郭万达、刘瑞、冯月秋、何小红、郑宇劼等同志一行七人

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参观交流。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陪同参观并介绍

了该院具体情况。张思平理事长为樊纲院长颁发了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聘

书。创新院副院长唐惠建与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签署了两院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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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我院发起主办的“2015 综研基金·中国智

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论坛以“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为主题，探讨如何应对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如何从新的视角为国家规划的完善

提供参考，更好地发挥五年规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5 月 9 日，我院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樊纲院长代表院务班子报告了第

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以来，我院的各项工作和 2015 年的工作重点。与会人员审议报告，

对过去一年来我院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今后的重点研究工作和智库自身建

设创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项怀诚理事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5 月 25 日，由东莞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龙家玘同志，东莞市社科联学术部负

责人潘祥佐、东莞市社科院科研主任胡青善等组成的东莞市社科联（院）课题组来我院

调研交流。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座谈会，双方就加快推进东莞市新型智库建设进行交流，

并共同探讨了深圳以及国内智库的发展经验。

6 月 2 日，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戴德明、副总领事朱莉一行五人来我院访问，就深圳

经济特区发展历程以及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发展方向，与副院长曲建、研究人员于

珺进行了深入交流。

6 月 5 日，南非学者雅姿妮女士来深圳调研，就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和改革开放相关

理论，与我院副理事长李罗力以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进行

座谈。

6 月 10 日，挪威驻广州领事龙博森先生一行

三人来访，与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

长王国文进行座谈，就中国自贸区未来的发

展、深港合作、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6 月 16 -23 日，在深圳市金融办指导下，我

院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招商银行及深圳市

前海金控分别在芬兰和瑞典举行了深圳金融

中心发展研讨会暨深圳金融中心系列推介活

动。深圳代表团成员分别就中国经济、资本

市场、银行业发展以及前海发展作演讲。郭

万达常务副院长以“深圳——崛起的中国金

融中心”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此次活动增进

了深圳与欧洲金融界和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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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印尼战略与国
际事务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所所长达穆里、研究员戴
维来访我院，与我院金融
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
国宏博士、研究人员余凌
曲博士等座谈。刘国宏博
士介绍了深圳特区成立 35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成绩和经验，并就深圳在制度和金融领域的创新突破等问题与来宾
进行了深入交流。

7 月 10 日，在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主任尚海波的陪同下，浙江省发改委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兼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黄勇同志带队来我院交流调研。常务副
院长郭万达、院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陪同座谈。双方就业务创新、
如何开拓市场以及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创新的经验做法、内部管理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充分
探讨和交流。

7 月 16 日，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政治经济领事姚彦全来我院访问。我院资深研究员
张建森博士向来宾介绍了中国证券市场总体现状，阐明了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香港证
券市场的区别与联系，余凌曲博士则从微观角度出发，用数据展示了深圳证券市场的发
展空间和运行机制。

7 月 16 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政治经济领事丁云海一行三人来我院访问，与我院常务
副院长郭万达、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就粤东西北振兴发展与“一带一路”中广
东的角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7 月 17 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首席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一行来我院考察交流。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座谈会，主任研究员龙隆、李津逵及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
劼参加座谈。双方介绍了“创新驱动”的典型案例，并就创新驱动发展的做法与经验进
行交流。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持续深
入推进我院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根据深圳市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
我院实际，院党委研究制定了《院党委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7
月 27 日，我院举行全院党员大会，党委书记郭万达讲授“三严三实”专题党课。王梅同
志以市党代表的身份向与会党员传达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标志着我院“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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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院长樊纲主持召开务虚会，研究讨论了我院新型智库建设及院“十三五”发

展规划工作。各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分别介绍了近期课题案例及研究设想，并相互交流研讨。

8 月 21 日，深圳市海洋新兴高科技产业促进会“携手海洋产业发展，共创深圳市‘海洋强市’

系列活动”第三站，走进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政策性、全国性的新型智库——中国 ( 深圳 )

综合开发研究院。此次活动邀请了深圳市海洋局副局长梁俊乾、深圳市海洋环境与资源

监测中心主任郑志文、深圳市经信委海洋处副处长袁振江参加并指导。在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胡振宇博士的带领下，与会代表参观了我院展示室，了解我院自 1989 年创办

以来的研究成果。

8 月 26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高展鸿一行五人来访我院。高展鸿

顾问介绍了澳门的现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希望就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澳门与内地合作等事项与我院合作开展研究。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介绍了我院涉港澳研究

的情况，对合作研究作了积极回应。双方确定今后将就合作事宜建立密切的沟通联系机制。

8 月 26 日，韩国京畿研究院院长林亥圭一行来我院访问，并与我院签署合作协议。林亥

圭院长和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分别介绍了各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京畿道政府经济厅

长崔显德和我院副理事长李罗力则分别介绍了京畿道和深圳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

双方探讨了韩国京畿道和中国深圳两地高新科技合作和智库合作的前景。

9 月 6 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一行来我院调研。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郭永航，原副市长唐杰，以及市委政研室、前海管理局、发改委、科创委、民

政局、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同志陪同调研。我院常务副理事长姜忠，院务工作班子

成员郭万达、曲建、武良成、刘瑞，资深研究骨干龙隆、李津逵、刘容欣以及职能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马兴瑞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现场布置了三个研究任务，分别为《深

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深圳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研究》和《深圳城市东进发展战略

及行动计划研究》。

9 月 18-20 日，“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交流展示会（简称慈展会）”于深圳举行。期间，

我院主办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国际化专题研

讨会。

9 月 23 日，第 18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在深圳发布，这也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

在中国发布。同时我院发布了第 7 期中国金

融中心指数（CDI CFCI）。随后在我院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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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厅举行“2015 全球金融中心发展峰会”。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唐杰、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学院执行院长王文、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戴金平、英国 Z/Yen

集团副董事长马克· 延德尔、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中心

建设”进行主题发言并讨论。

9 月 24 日，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一行七人来我院调研座谈。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副院长武良成以及研究骨干李津逵、阮萌、蒋学民、胡振宇、周顺波、胡彩梅等同志参

与座谈，双方就深圳“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进行探讨交流。

9 月 26 日，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贸易专员大卫·莫里斯来我院访问，与我院智

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进行了座谈。冯部长介绍了我院发展历程、研究咨询、合作

交流、运作机制等；双方达成研究咨询、学术交流的合作意向，以促进中国与 14 个太平

洋岛国的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往来。

10 月 8 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盛毅一行四人来我院调研。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

召开座谈会，双方就深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进行交流。副院长曲建、

曹钟雄博士及胡彩梅博士参加座谈。

10 月 10 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在市委办公大楼会议室会见了

我院副理事长、院长樊纲教授。樊纲院长汇报了我院落实马兴瑞书记交办任务的情况，

并进行了相关交流。参加会见的还有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郭永航同志、汇丰商学

院院长海闻同志和市外办副主任孙怀忠同志。

10 月 14 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林辉煌博

士以及公共管理学院王欧博士一行来我院调研，旨在

学习了解我院智库运作模式。院长助理刘瑞、智库交

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

劼同调研团队进行了座谈。郑宇劼部长向来访团队介

绍了我院历史沿革、研究咨询活动以及管理机制。调

研团队表示，我院的管理运作模式对探索建设新型智

库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0 月 16 日，中国欧盟商会商务及政府事务专员张安

琪女士来我院访问，以期与我院建立联系和合作。智

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就我院研究咨询及对外合

作交流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未来双方将探索如何在

公共政策、商业环境、深港合作、自贸区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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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展开对话与合作。  

10 月 23 日，加拿大外交、贸易及发展部

北亚司执行董事何大伟一行来我院访问，

与金融与现代研究所所长刘国宏进行座谈，

旨在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宏观经济发展情况。

刘国宏博士与来宾就“新常态”下的深圳

经济发展战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特

点以及深圳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

10 月 27 日，由珠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罗红、珠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张献斌、珠海市人社

局副局长刘斌、珠海市投资服务中心主任谢亮等 12 名同志组成的珠海市调研组来我院交

流访问。院长助理刘瑞、院办公室王政和宋平等同志参加座谈。双方就珠海市筹建创新

驱动研究院以及我院业务创新经验、总体建设等情况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11 月 2 日，企业社会责任咨询公司 New Context AB 创始人、瑞典驻上海前总领事姚汉

森来我院访问，与院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和副主任研究员于珺座谈。双方从自

身研究咨询的实际案例出发，共同探讨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如何开展科研合作项目。

11 月 4 日，由我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第八届深港合作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以“推进科技合作，共建深港创新圈”为主题，

来自深港两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就如何充分发挥深港科技领域的各自

优势，深化合作领域进行了讨论。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

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致开幕辞；

郭万达常务副院长作了会议总结发言。

11 月 18 日，我院联合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召开了“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来自市发改委、市委政研室及深汕特别合作区、惠州市惠阳区、惠州大亚湾

经济开发区的 12 位政府代表，来自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的 18 位专家，以及 10 位企

业代表，围绕“深圳东进、区域协调、坪山定位”等议题进行交流。

11 月，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撰写的英文版《中国物流白皮书》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供应

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在全球发布。该书对我国物流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介绍，

包括行业发展概况、宏观物流分析、物流行业需求、主要制造业产业物流现状、水、陆、空、

铁物流基础设施及第三方物流产业、供应链管理、物流教育等领域。该白皮书是 2006 版

白皮书的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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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

志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公布了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名单，我院作

为社会智库入选，成为“国家队”、“第一方阵”的一员。我院院长樊纲和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参加了启动会议。会上， 8 位智库机构代表作了发言。樊纲院长代表社会智库作

了题为《以高度社会责任感努力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发言。

12 月 10 日，理事长项怀诚主持召开座谈会，来自各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媒

体记者参加会议，围绕“高端智库如何聚焦国家发展亟需的重大公共政策”与“高端智

库如何在组织体制上建立更加有效的运行机制”两个议题开展探讨座谈。参会嘉宾对我

院建设高端智库提出了宝贵意见，为我院未来的发展出谋献策。

12 月 10 日，名誉理事长陈锦华在我院入选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情况报

告上作出长篇重要批示。批示字里行间，饱含情怀，全院上下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

按照锦华同志的指示要求，戒骄戒躁，以此为新起点，积极进取，多出好成果，出有质

量的成果，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辜负锦华同志的殷切期望！

为落实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精神，我院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方案和管理制

度。12 月 17 日，我院完成并向全国社科规划办提交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管理细则（草案）》、《综

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细则（草案）》、《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

智库建设章程（草案）》、《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建设理事会和智库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综合开发研究院 2016 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计划》、《综合开发研究院 2016

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专项经费预算》等文件。

12 月 11 日，“第十一届全面深化改革沪津深三城论坛”

在天津举行。论坛由我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滨海综

合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办，自 2006 年以来在沪津深三地轮

流举办，已先后成功举办了十届。该论坛成为三地和国家

部委研讨交流我国改革问题的重要平台，对研究和推进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主题为“全面深

化改革：‘十三五’新区特区的创新发展”，设有“区域

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十三五’规划编制”两个分论坛。

12 月 11 日，中企基金、六和集团和我院共同举办了“澳

门金融发展研讨会”。理事长项怀诚出席并主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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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企基金管理主席叶肇夫、

六和集团董事长叶正光、香港

昭信集团董事长钟秀群、六和

集团副总裁常志军、六和空间

科技公司董事长叶铁军、广东

中成创 CEO、前麦格里投资银

行副总裁、中企基金副总裁、

深圳华波美科技集团投资部经

理等 15 位嘉宾，以及常务副院

长郭万达、港澳经济社会研究

中心主任张玉阁等参加了会议。与会嘉宾结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研讨了通过

澳门战略性发展基金结合国内外资源共同发展的可行性。

12 月 22 日，日中经济协会理事、规划调查部长十川美香一行来我院访问。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主任研究员蒋学民、研究人员刘宇、郑鑫与来宾进行了座谈。双方就绿色低碳

理念如何贯穿落实于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园区发展规划，展开全面深入探讨交流。我

院研究员介绍了深圳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并分享了相关园区绿色化和城市智慧化案例。

12 月 24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主持的高端智库国际合作工作会议在中宣部召开。常

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会议，并汇报了我院 2015 年与国际智库交流合作的情况及 2016 年

工作计划。 

12 月 30 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领事石峰一行来我院访问，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与

来宾进行座谈。双方就深圳“十三五”期间的工作重点及深圳金融科技发展现状与机遇

展开交流讨论。郭院长指出，创新是深圳“十三五”的关键词，侧重于前海蛇口自贸区、

人民币国际化、供给侧改革、绿色发展等。

12 月 31 日，院党委召开了以“践行‘三严三实’，学党章、遵准则、讲规矩、做表率”

为主题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会上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班子成员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逐个查摆问题、剖析根源、

提出整改措施。党委书记郭万达对班子成员的工作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对作风建设方

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5 年，我院咨询业务稳步增长，全院承接研究咨询项目 204 个。政府合同项目占比从

2014 年的 65% 上升到 68%。全年签订的百万元以上课题合同 21 个，大型、综合性、

对地方有重要影响的咨询项目数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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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

公厅和交通部邀请 , 我院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研究所与招商局集团共同参与

了《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2020 年

国家物流体系发展纲要》修订工作。

白俄罗斯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通

道上欧亚区域核心节点之一，我院课

题组参与白国家物流“十三五”规划

纲要修订工作，对加深中白双方沟通

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重要项目的实施推进。

经推选，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副院长武良成当选为深圳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大会及各项活动，认真履行职责、

参政议政，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经推选，我院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王梅当选为市第六届党代会党代表。

5 月，王梅同志参加了市第六次党代会，首次履行了党代表职能。未来 5 年，王梅同志

将践行群众路线，积极发挥代表作用。

副院长曲建被聘为第二届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

由商务部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成立。咨询委委员从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中选聘。第二届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委员 27 名。

2015 年，根据名誉理事长陈锦华的重要指示，我院整合主要研究骨干，持续跟踪，精心

组织编写了《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为主题，

对我国近两年区域、经济、社会等领域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力争

形成我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品牌。

城市化是我院重要的研究领域，我院根据 2012-2013 年度优秀论文进行汇编，由深圳市

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了《CDI 城市化公共政策研究文辑——城市化质量与转

型升级》一书。该书于 2015 年 4 月出版，是我院研究人员在课题咨询实践中总结出来

的真知灼见，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014-2015 年，我院继续扩大咨询“走出去”和国际合作的范围，围绕中国经济特区的

发展经验，持续开展国际咨询业务。受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工业部委托，区域所开展《埃

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总体规划》研究，规划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获世界银行和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认可通过，核心内容被充分吸纳进入《埃塞俄比亚特殊经济区公告》，

并作为国家顶层法律颁布实施。



Annual Report 2015

135

2015 年，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承担了商务部应急课题“中国特殊经济园区发展模式和

经验研究”和重大调研课题“走出去升级战略研究”，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务部的内参文件，

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2015 年，我院承担深圳市政府定向委托重大研究课题五项，分别为《深圳在准公共产品

供给方面吸引民间投资的对策研究》、《深莞惠合作总结与前瞻研究》、《香港未来三

年（2015-2017 年）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及深港合作的策略研究》、《深圳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与建设法治经济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为做大做强我院研究咨询事业，根据各研究所、中心的需求，统筹安排，积极引进新人，

充实研究咨询人员队伍，2015 年我院引进 8 名新同志。截至 2015 年底，我院人员总数

已达到 103 人。

2015 年我院共组织 2 次内部培训讲座，邀请资深研究骨干龙隆、王国文同志主讲，培训

主题分别为“转型与建态”、“改变思维，改变人生——如何培养成功思考的能力”。

年轻研究人员和部分管理辅助人员踊跃参加讲座。

2015 年，我院优化调整内部管理制度，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调整了《市场化薪酬

体系》方案和员工体检政策，两项新制度在 2015 年度实施执行。

2015 年，《开放导报》继续为国家重要转载刊物所密切关注。《新华文摘》第 5 期全文

转载导报文章的标题，列入了封面要目。导报先后刊发了两篇美国政府前高官、世界著

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其中兰特·普里切特、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内参所转载，《深圳商报》也就此做了整版篇幅的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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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2015 was a fruitful year for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 The institute had strong performances in public 
research, consultation project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all of which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December 2015, CDI was designated as one of the top 25 national high-level think tanks in a pilot project of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i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new-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as a 
milestone development for CDI.  

I.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DI has conducted national strategy research regarding major issues of opening-up,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planning, with a series of reports edited and published. 

China’s Opening-Up Beige Book (2014-2015)

Themed on “China's First Year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Surplus”, the book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concerning opening-up. The continuous follow-up study on China’s opening-up 
becomes a featured project of CDI.  

Reflection o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Metropolises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ses is a major concern for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looked into the 
key problems of metropolises, local-central government and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s and urban diseases. Based on 
that, suggestions were given in term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urban management reform,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with regard to urbanization and 
metropolis development. 

“13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2015 CDI Annual Meeting, the study reflected upon the lessons and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he Five-Year Plans, and discussed how to secure a long-term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so that the 
13th Five-Year Plan will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macro-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Hong Kong Economy at a Crossroad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Hong Kong economy in terms of its structure, growth rate, competitiveness, 
function, people’s livelihood, free market,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innovation, and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ionship.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Transferring and Upgrading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research areas of CDI.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gained from consulting projects, 
CDI research fellows created a book on urbanization quality. Subjects covered included public services reform,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and upgrading, blue economy, financial opening-up and challenges of Hong Kong.

II.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project
The “B&R” Initiative, 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Going Out” 
Strategy have promoted China’s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DI has introduced China’s experience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by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services, an innovative effort of opening-up. 2015 had 
seen a great leap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Introducing China’s experiences in SEZ development

Commissioned by the Ethiopian Ministry of Industry, CDI has conducte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SEZs in Dire 
Dawa, Ethiopia” from 2014 to 2015. In March 2015, commission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t has carried 
ou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Study of SEZs in India’s Vizag Chennai Industrial Corridor”, which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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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uccess story i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EZ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on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2015, CDI has conducted research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RMI) by editing and revising 
the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section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einventing Fire: Bold Business Solutions for the New 
Energy Era.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President’s General Office and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CDI has revised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Logistics Plan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for 2016-2020 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Merchants Group. In November, the English version of Global Perspectives/China-2015 
Update written by CDI was released globall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SCMP). In December, CDI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green freight pilot program of Guangdong 
with a donation from the World Bank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III.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2015 was the last year for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a crucial year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ith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compil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DI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its business 
and completed 204 consulting projects for the whole year.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DI has done continuous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Zs. In 2015, the institute,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FCOM), has carried out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Experience of SEZs in China", 
and the "Upgrading of 'Going out' Strategy".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ionship 

CDI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it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research strengths, conducting studies on positioning 
of Hong Kong in the “B&R” initiativ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nnova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build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in the context of the “B&R” initia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Shenzhen-Hong 
Kong customs clearance facilitation, and Shenzhen’s role in solving Hong Kong’s youth problems.  

Five-Year Plans

CDI has provided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 around China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s”. 
With its cross-sector expertise, over fifty preliminary study, master plan and specific planning have been finished in 
2015. The specific planning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fields including emerging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scientific 
innovation, education, etc. Strategic consultations for the Airport, Port and Metro have also been provided.  

Blue Economy

In 2015, the institute has made the “13th Five-Year Plans” for the blue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City, Shenzhen City, and Nansha District, exerting greater impact on blue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Logistics  

CDI has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its reputation in the field. The Department fo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completed logistics planning for several cities and proposed policy suggesetions on building a 
logistics hub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Urbanization

CDI has take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oshan City and Quanzhou City as its research sample for nearly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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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es of follow-up study concerning rur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ve 
been completed in 2015. 

Business and consumption

CDI is the frontrunner of the study on business and consumption of Shenzhen. On the basis of its database of  
Shenzhen commercial network, it has developed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the "2015-2020 Plan for Shenzhen commercial network".

Emerging industries

CDI has annually conducted research on industries of biology, Internet, new materials,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and hi-tech service and compiled 2015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s for those emerging industries. 

IV. Academic exchange
In 2015, CDI has conducte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eld practical 
seminars on key research area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its influence.

China Think Tank Forum and CDI Beijing Annual Meeting 

In May, the meeting, themed o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convened economic 
experts to discuss how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macro-regulation.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Promotion Seminar

In June, CDI held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Promotion Seminar in Finland and Sweden, in cooperation with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Office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hina Merchants Bank, and Shenzhen Qianhai Financial Holdings Co., Ltd. The Shenzhen delegates elaborated on 
capital market, banking industry, and Qianhai development, and had extensive discussion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ts.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Debut in China

In September,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GFCI) 18 created by the Z/Yen Group was launched on the summit in 
CDI, Shenzhe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t was the debut of GFCI in China. The summit, co-hosted by the Z/Yen Group,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Office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CDI, also discusse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enters development. 

China Charity Fair 2015 

During the China Charity Fair 2015 held in Shenzhen, CDI organized the “China Char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Summit” which held discussion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char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8th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Forum 

In November, CDI held the forum together with the Central Policy Unit of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Participants 
held heated discussions under the theme of “To Drive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Build a Shenzhen-Hong Kong 
Innovation Zone”. 

The 11th Shanghai-Tianjin-Shenzhen Forum 

The forum, which was co-hosted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Binhai Research Institute and 
CDI, was held in Tianjin in December. Focusing on reform,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 “Deepening Reform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District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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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Projects in 2015

Macro Strategy 
 China’s Opening Up Beige Book (2014-2015) 
 Reflection o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Metropolises 
 13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Study on Upgrading "Going Out" Strategy
 Development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China 
 HK Economy at the Crossroad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Transferring and Upgrad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thiopian Industrial Park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Study of Indian VIZAG-Chennai Industrial Corridor 
 Chinese Version of Reinventing Fire: Bold Business Solutions for the New Energy Era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Strategy and Five-Year Pla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Quan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f Shishi City, Fujia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f the 6th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13th  Five Year Plan of Nong'an County, Jili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f Longn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Major Projects of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Evalu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12th Five Year Plan of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Longhua New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fice, Shenzhen 
 Study on Economic Growth Trends of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Pingshan New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Major Projects of Guangming New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fice,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Dadukou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13th  Five Year Plan of Bishan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Dashihua New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13th  Five Year Plan of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Chongqing Municipality
 Overall Plan of Changji New District, Jili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f Daya Bay Rim, Huizhou City 
 13th Five Year Plan of Jinkou Sub-District Office, Wuhan City 

Urban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Economy, Shenzhen 
 Index System of Shenzhe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2015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2014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tud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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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enzhen 
 Study o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Shenzhen 
 Report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on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hink Tank System in Shenzhen
 Strategy for Reform and Management of Shenzhen Water Affairs System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Soft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zhen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Non-Enterpris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henzh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olution of Southern Extension of Shenzhen Metro Line 5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olution of Southern Extension of Shenzhen Metro Line 6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Plan for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Dapeng District, Shenzhen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Culture of Dapeng District, Shenzhen
 Handbook for Credibility of China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ubsidizing Method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Talents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Public Opinion Access of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Public Opinion Access of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Administration Innovation of Daya Rim District, Huizhou City
 Study on Transport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for Port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ainence Expenditure of Shenzhen 

Public Service 
 Study on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acilities in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Method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 Shenzhen 
 Contingency Storage Plan of Basic Necessities in Shenzhen
 Study on Promoting Private Investment in Elderly Care in Shenzhen 
 Study on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u’an New City, Hebei Province
 Study on Integr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Elderly Care in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Year Plan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Improv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of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Effect Study on “the 3rd 8-Hour Vit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Dalang, Shenzhen 
 Investigation on Grassroots Community Demands and Study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Dalang, Shenzhen 
 Strategy Study on Attracting Investment of Sino-German Industrial Service Zone, Foshan City
 Study 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Model of the Village of Water, Dongguan City
 Long and Medium 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Oriental Pearl College

Urban Renewal 
 Short and Medium Term Urba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Beijiao Township, Foshan City
 Urban Renewal Plan for Badaitou Binjiang Area,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lan for the Eastern Area of High-Tech Zone, Chongqing 
 Urban Renewal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Area of Shiwan, Foshan City
 Investigation on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Policy Demands of Residents in Meilin Area,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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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Meilin Area,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JoinCare Industrial Plan for the Urban Renewal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igh-Tech Zone, Shenzhen 
 Yudashun Industrial Plan for the Urban Renewal Unit in High-Tech Zone,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ctio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Zone, Longgang,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for Shenzhen Luhu Scientech Services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01-16 Parcel of Shenzhen Luhu Scientech Services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Shenzhen Tianzhong Scientech Park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Silian Village, Henggang Tow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Baodian Area,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Shenzhen Buji Wholesale Vegetable Marke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la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xploitation of Shenzhen 
 Study on Manufacturing Service Industry of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Engineering Design Industry of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ervices Industry of 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Busin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Cluster Area of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Guidance of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for the Area of Weihe River and Mihe River,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Study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uolong High-Tech Zone, Luo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Jianxi District, Luo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Industrial Function Plan for Shenzhen Futian Bonded R & D Valley
 Investigation on Automobil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for Changchun-Jilin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rea

Emerging Industry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Developing High-Tech Services Industry (2015-2017) 
 Study on Cluster Development of Genetic Industry of Shenzhen 
 Study on Cluster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of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New Energy Vehicl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New Energy Vehicle Development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Investigation on E-Commerce Industry in 2014 
 Working Plan for Promoting Cruise Economy of Shenzhen 
 Study on Cluster Development of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Industry in Shenzhen
 Investigation on Emerging Industry i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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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Development Plan for High-Tech Industry in Kash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Xinjiang 
 Study on the High-Speed Railwa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North Station Area
 Industrial Plan for Next Gener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in Meili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arks
 Study on Introducing Shenzhe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to Typical Industrial Parks 
 Industrial Plan for Shenzhen Yantian Bonded Zone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Yantian Bonded Zon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angchu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2016-2020)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Honghai Bay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hanwe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Development Plan for Xigong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Luo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Consultation for Appliances and Lighting Town, 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Consultation for the Electronics Industrial Park, Yichu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Study on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City of Phoenix, Guangming District, Shenzhen 

Commerce 
 Study on China’s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Consumption Center 
 Study on Cross-Border Taxation for Shenzhen’s Enterprises Going Overseas 
 Problems of and Solutions for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s Commercial Industry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Shenzhen 2015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ata 
 Compilation and Comparison of Shenzhe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Key Data 
 Study on Developing Emerging Consumption Engines in Shenzhen 
 Updating and Analysis of Shenzhen 2015 Commercial Network Data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Commercial Industry of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Business Index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Logistics
 Revis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Logistics Plan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2016-2020) 
 English Version of the Global Perspectives / China-2015 Update
 Case Study on China-Australia Supply Chain Risks
 Solutions Study on Multimodal Transport in the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K and Macao
 Guangdong Green Freight Pilot Project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Quarterly Analysis of Shenzh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Study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Logistics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tudy on Shenzhen Logistics Qua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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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Shenzhen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 
 Development Plan for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of Xianning City, Hubei Province 
 Consultation for Logistics Land Use of Zhuhai Port Co., Ltd. 
 Study on Temperature Control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nan Xianyi Holdings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Qingbaijiang Bonded Logistics Center, Chengdu City 
 Feasibility Study on Star Kay Group Commercial Logistics Project in Korla, Xinjiang Province

Marine Economy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Evaluation and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Indust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Legislation Investigation on Shenzhen Marine Econom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rdinances
 2014 Shenzhen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Report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tatistical Survey and System Integration of Shenzhen Marine Economy 
 Shenzhen Marine and Maritime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f Shenzhen’s Use of Marine Area 
 Industrial Plan for Marine Emerging Industry Bases of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Financial Industry
 Shenzhen 10-Year Finance Review and Summary (2003-2013) 
 2014 Shenzh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Financial Industry of Shenzhen
 2014 Report on Environment of Shenzhen Financial Industry
 Study on Developing Jinan City into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Regional Economy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tudy on B&R Initiative and the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K and Macao 
 Study on Shenzhen’s Port and Shipping Cooperation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tudy on Shenzhen-Hong Kong Customs Declaration Innovation 
 Study on Accelera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Dongguan and Huizhou 
 Study on Dongguan’s Integration with Guangdong’s Free Trade Zones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Shantou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Industrial Plan for Shenzhen-Shantou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2015-2030) 
 2014 Annual Report on Construction of Key Areas in Shenzhen 
 Study on Shenzhen’s Role in Solving Hong Kong’s Youth Problems 
 Overall Plan for Dire D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Ethiopia
 Spatial Plan for Dire D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Ethiopia
 Feasibility Study on Investment in Dire D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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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ateg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13th Five Year Strategic Plan for Shenzhen’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13th Five Year Strategic Plan for Shenzhen Investment Holdings
 Innovation Study on Shenzhen Airport Group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Airport Group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Airport Co., Ltd.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Yantian Port Group 
 Study on 2014 Market Potential of China (Shenzhen) Mobil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Shenzhen Municip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and Shenzhen Metro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Plan for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humyip Property 
 Shenzhen Tempus Tax-Free Financial Island Project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for China (Shenzhen) South City
 Human Resource Regulations for Shenzhe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Center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henzhen Zhongzhou Urban Development Co., Lt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uoyang Guohong Investment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Industrial Plan and Investment Feasibility Study on Luoyang Animation Park 
 Feasibility Study on Shenzhen International Low-Carbon Cit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nformation Company of Shenzhen Airport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Shenzhen Yantian Port Information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Finance Company of Shenzhen Investment Holdings
 Feasibility Study on Non-Public Offering Project of STO Express 
 Feasibility Study on Neptunus’s Investment in Medical Industry 
 Feasibility Study on Neptunus Galaxy’s Acquisition of Equities of Henan Dongsen Medicine
 Feasibility Study on Minsheng Luxury Goods Base,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Guangzhou Jiumaojiu Restaurant Chain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Guangdong Transhell Packaging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Yipinho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f IPO of Suzhou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Guangzhou Restaurant Group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Shanghai Smith Adhesive New Material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Guangzhou Huayu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Zhongyuan Union (South) Cells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Industrial 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