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Focus on“the Belt and Road ”
０４ 聚焦“一带一路”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2017 年季刊第 3 期（总第 42 期）

“一带一路”成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主角

                                 04

“一带一路”倡议护航 中企出海砥砺奋进

                                 06

“一带一路”国际创客峰会在深举行 推动国际创客创业新未来

10

深圳地铁 ：海外项目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助力未来发展

11

深圳首发至喀什货运班列 多式联运提升“一带一路”枢纽地位

14

“一带一路”沙龙正式拉开帷幕

                                                  16

第二期“一带一路”沙龙 ：一年六下高棉的投资观感
第三期“一带一路”沙龙 ：中韩企业对接会

                16

                                 17

１８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深圳窗口
主管：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服务中心
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协办：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入驻机构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盟
主编：朱志伟

王伟中、陈如桂会见美国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率领的代表团 18
王伟中、陈如桂会见新加坡客人

                                                  18

王伟中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行
王伟中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一行

                 19

                                  20

王伟中会见越共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21
陈如桂会见巴西圣保罗市市长若昂·多利亚一行

                  21

副主编：谢照杰 魏跃昆 侯斌

广州市外办工作小组调研国际平台

                                                   22

编辑：康少臣 丁清 陈晓波 赵敏 金湛

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调研国际平台

                                                   22

郭健 官敏 蔡红缨 郭承先 陈禹蒴 罗丽香

国际平台拜访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馆     

                                  23

责任编辑：余敏

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访问国际平台

                                  23

英文编辑：杨露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24

校对：张思敏
发行：刘兴河
邮编：518057
电话：0755-86329137
传真：0755-86329588
邮箱：yumin@ship.gov.cn

国际平台组团考察惠州

                                                                   25

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 访问国际平台

                                  27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８ 国际化城市建设
汇聚全球力量 助力深圳改革创新发展

                                  28

深圳直飞米兰航线正式开通 助力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网址：http://szistb.shipsc.org

深圳率先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地址：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留学生创业大厦三楼 301 室

2017 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三届深圳国际创客周启幕

                                  32

深圳携手布里斯班共同孵化文创企业                        
编务执行：深圳前瞻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www.qianzhan.com

31

36

                 38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2017 年季刊第 3 期（总第 42 期）

４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高端对话
智利前总统弗雷 ：
“深圳方案”助力智利迈向高科技之国          40

４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政策关注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解读         41
《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解读

                           42

４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ｃｕｓ·前瞻产业聚焦
2017 年全球 LED 行业发展展望与挑战

                           44

中国 LED 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47
2017 年上半年中国 LED 行业并购案例

５３

                           50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国际交流合作

迈锐光电 : 把握发展机遇 布局全球市场

                            53

联建光电 ：拓展海外市场 迎接国际化时代

                            54

５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国际贸易数据
中国 LED 进出口市场分析                                                              57
深圳市 LED 进出口市场分析

                                            60

６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机构风采
IEEE 与电子标准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进国际标准化工作   62
2017 IEEE 中国青年学者 - 女工程师 - 学生分会大会在深圳成
功举行                                                                                                64
I2CAT 与应科院携手研发 5G 技术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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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成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主角
■文·迟福林

2

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

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017 年 5 月，中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四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各方参与和努力之下，
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
球公共产品。尤其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举办，标志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转为行动，
由规划进入实施的新阶段。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3, President Xi

外部环境、内部禀赋、资本流向，还是开放路径、开放体

Jinping successively put forward major initiatives

制、国际角色等诸多方面，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

of joint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面临经济转型，同时也

st

and “21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referred to as
“the Belt and Road”) , which is highly concerned by
national community. In May, 2017, China successfully

面临开放转型，需要从“一次开放”转向“二次开放”。
从结构转型来看，未来三到十年中国将呈现四大变
化：

held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工业主导将向

summit forum.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Belt and

服务业主导转变。经济全球化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制造业

Road” has increasing become an open and tolerant

的信息化和服务化，尤其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将以人工智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a widely

能、机器人为主，未来十年机器人可能应用更广泛。

welcomed global public product under the participation

☆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将从以物质性消费为主向

and efforts of all parties. In particular, “the Belt and

以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在服务性

Road” has been held, marking that “the Belt and Road”

消费方面所占消费的比重大概为 40%。未来十年，城镇

initiative has been converted from concept to action

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将以每年 1.5 个百分点上涨，
甚至更快。

and entered into a new implementation stage from

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在服务性消费方面所占消费比

planning.

重将达到 50%，2030 年将达到 60%。对于拥有 13 亿人
口的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最

2014-2016 年，“一带一路”参与国贸易总额已经

重要的力量。

超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投资累

☆城乡结构的变化。城镇化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如

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全

果农民土地物权得以破题，农村户口得以取消，公共资

世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源得以均衡化配置，城乡格局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将
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带一路”二次开放的伟大构想
“一带一路”是中国二次开放的伟大构想。不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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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中国
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将为服务贸易带来巨大需求。

Focus on“the Belt and Road ” | 聚焦“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构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
正是在国内转型及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适

方面。要推进中国 - 东盟 10+1 自由贸易区升级、加快泛
南海旅游经济圈建设。

应了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需求，同时也适

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中欧合作方面。要把中欧合

应中国大国经济地位变化的需求，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

作与亚欧合作加以融合，亚欧合作将会放大中欧经贸合

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目前“一

作的空间，有利于加快亚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要

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正在不断扩大。

加快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抓紧准备自贸协定谈判。

在外延上，2017 年成功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吸引了 29 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80 多个国际组织，总计 1600 多位全球

“一带一路”带来开放转型重大机遇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又是经济全球

重要嘉宾出席，覆盖了五大洲各大区域，“一带一路”已

化提出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开放转型的重要机遇面前，

经从 65 个国家为主体、以亚欧合作为重点，逐步扩大到

“一带一路”既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又要能够形成

全球的“65+”。

国内转型改革的动力，需要在多个方面特别重视。

“一带一路”的内涵不断丰富。一方面，以基础设施

要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融合。

互联互通为依托，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在

目前中国实行的自由贸易战略，重点在服务贸易，难点在

建项目已经覆盖 44 个国家，而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十

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由

个百分点可以拉动 GDP 一个百分点。据相关机构研究，

贸易区的转型。
当前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还有待加快，

2021 年到 2030 年这十年，按照现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将

自贸区负面清单有 95 项，其中有 71 项针对服务贸易。

使东盟各个国家的 GDP 增加 42.3%。

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上，中国要逐步先行先试，这对中国

另一方面，
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
“一带一路”

适应经济全球化、适应“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较强，尽管有些产能在中

要积极开展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

国过剩，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仍具有一定竞争力，所以中国

的特定优势出发，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旅游、

不是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输出有质量、有发展前景的

医疗、健康、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一些产能，并将产能合作逐步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

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比如海南岛可以建全国第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时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并

一个放开医疗先行示范区，允许外国医生在那儿执业，

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

允许国外的医疗设备免税进来；比如深圳，可以在医疗、

主角。

教育等方面有一些突破，这对深圳市民、深圳的转型发
展都会影响深远。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
举措

成国内区域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为国内区域开放

“一带一路”也是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一个重

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各地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各

大举措。中国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要按照开放包容共

要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并以“一带一路”形

区域开放性经济的协同发展。

享均衡的新经济全球化观，加快构建多种形式的自贸区
网络，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安排为重点，务实推
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融合
方面，要以点连线、以线带面、重点突破。另外，还要建
立多种形式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合作圈。同时，也要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比
如在主要港口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等。
在推进“一带一路”多层次、多种形式自由贸易进程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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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护航 中企出海砥砺奋进
■文·国际金融报

2

000-2016 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额达 1013.86

亿欧元；2016 年，中国全球直接对外投资近 2200

亿美元，在全球市场占 9.5%；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
程中，年均销售收入增长 4.5%。五年来，“逆全球化”
思潮，作为一首插曲，一直在市场中闪现。但是，中国企
业却合力书写了一篇华丽的“出海记”。

From 2000 to 2016,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 amounted to 101.386 billion Euros; in 2016,

47 家央企参与、参股、投资或者和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共

China’s global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mounted to

建了 1676 个项目。

nearly 220 billion US dollars, accounting for 9.5% in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起涛提供了一组数字：

global market; average annual sales revenue of central

该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概修建了 10320 公

enterprises increased by 4.5% during “going out”

里公路、95 个深水码头、10 座机场、152 座大桥以及

process. For five years,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as

2080 公里的铁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约项目

an episode has been flashed in the market. However,

就超过 400 亿美元。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write a
gorgeous “Go Overseas”.

风阻：逆全球化思潮
近五年，欧美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企业海

成绩单：47 家央企 1676 个项目

外投资环境大不如前。

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BCG 一份报告显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

流量连续 10 年持续增长。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中，

贸易增速迅速从 8%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 0.2%。

2000-2016 年上半年，跨国并购案例占总投资案例数的

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2008 年至 2016

88%。

年 10 月，全球共推出了 2978 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

其中，联想收购 IBM 的 PC 部门、美的收购东芝的白

2016 年 10 月，仅废止 740 项。

色家电、中国化工以 440 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腾讯

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说，2015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

敲定 86 亿美元收购芬兰公司 Supercell 等一批收购，成

的并购交易受到美国政府安全审查的数量在所有国家中

为成功范例。

排名第一。2015 年，该机构对 143 宗交易案进行了安全

统计数据显示，2000 年到 2016 年，中国对欧洲的
直接投资额达 1013.86 亿欧元。中国企业最钟爱的投资
地分别是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芬兰和葡萄牙。还
有一条投资路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据悉，中央企业境外单位 9112 个，分布在全球 185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
年均销售收入增长 4.5%，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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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其中涉及中国大陆的企业有 29 宗；排在中国之后
的是加拿大，22 宗；英国 19 宗；日本 12 宗。
2016 年 8 月，澳大利亚就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和香港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收购该国第一大电
网 Ausgrid 的股权交易。当时，澳大利亚国库部长莫里森
表示，做这个决定时，首要的考量是国家利益。
2017 年 1 月 1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Focus on“the Belt and Road ” | 聚焦“一带一路”

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

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国

险评级报告（2017）》，评级报告共考察 35 个“一带一

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化、多层次、可持

路”沿线国家。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见附表 1、2），低

续性的资金融通体系正在形成。

风险级别（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

2015 年 12 月 25 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法定资本

别（A-BBB）包括 26 个国家，占 35 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1000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底，亚投行已为 9 个项目提

高风险级别（BB-B）包括 8 个国家。

供了 17 亿美元贷款，涉及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巴

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面
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提升。缅甸密松水坝项目停工、
斯里兰卡重新评估中国援建港口项目、中澳铁矿百亿减
值、墨西哥高铁项目被无限期搁置等事件，均成为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或失败的典型案例。

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亟需
项目。
谈“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动脉，丝路基金的重要程
度不言而喻。
2014 年底，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首
期注册资本金 100 亿美元，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方式

政策：“一带一路”护航

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如此大环境下，中企为何能持续加大“走出去”力度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透露，截至目前，

和步伐？过去 5 年，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重大举

丝路基金已实现了 15 个项目签约，承诺投资金额累计达

措，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

60 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俄蒙、中亚、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期间，首
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 10 月，习近平主
席又提出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二者共
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随后，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

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等地区，在基础设施、
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四大领域均有涉足。
粗略估算，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
额已达 800 亿美元。丝路基金监事会主席杨泽军表示，
丝路基金重点跟踪项目已有 100 多个，重点关注俄罗斯、

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

中亚、孟中印缅以及东南亚等地区，2017 年，投资规模

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

有望保持前两年势头。

2013 年 9 月以来，中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
同相关国家一道推动产能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资金融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不能缺位。国
开行是“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大户。截至 2016 年底，

截至 2016 年底，中方与 53 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

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1600

投资协定，与 54 个相关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亿美元，余额超过 1100 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余额

并且积极商签标准化合作协议、签证便利化协议等各类

30% 以上。

合作文件，促进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有序流动和优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表示，在支持“一

化配置，共同为企业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营造良好环境。

带一路”建设中，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等各类金融

2017 年 5 月，中国成功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

机构将逐步建立功能互补、优势特色明显的开放性金融

作高峰论坛，与会各方达成了 270 多项具体成果，推动

支持保障体系，以提供长期的、市场化的、互利多赢的金

“一带一路”建设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为解决当前

融保障支持。

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正能量。

资金：三大维度提供融通
“一带一路”项目，无论大小，要想成功，除了需要
政策沟通，还需要资金融通。
自 2013 年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个以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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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国家风险评级综合排名及变化
排名

国家

2016 年风险评级

2015 年风险评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德国（欧）
新西兰（亚太）
澳大利亚（亚太）
美国（美）
新加坡（亚太）
加拿大（美）
韩国（亚太）
英国（欧）
荷兰（欧）
法国（欧）
日本（亚太）
阿联酋（亚太）
以色列（亚太）
匈牙利（欧）
意大利（欧）
捷克（欧）
罗马尼亚（欧）
波兰（欧）
马来西亚（亚太）
沙特阿拉伯（亚太）
哈萨克斯坦（亚太）
俄罗斯（欧）
柬埔寨（亚太）
印度尼西亚（亚太）
保加利亚（欧）
老挝（亚太）
菲律宾（亚太）
墨西哥（美）
希腊（欧）
土耳其（欧）
南非（非）
土库曼斯坦（亚太）
巴基斯坦（亚太）
印度（亚太）
伊朗（亚太）
蒙古（亚太）
肯尼亚（非）
泰国（亚太）
斯里兰卡（亚太）
越南（亚太）
缅甸（亚太）
赞比亚（非）
埃塞俄比亚（非）
塔吉克斯坦（亚太）
乌兹别克斯坦（亚太）
尼日利亚（非）
孟加拉国（亚太）
巴西（美）
阿根廷（美）
白俄罗斯（欧）
吉尔吉斯斯坦（亚太）
埃及（非）
苏丹（非）
安哥拉（非）
乌克兰（欧）
伊拉克（亚太）
委内瑞拉（美）

A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
A
A
A
A
A
A
A
A
A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
B
B

A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
A
A
A
A
A
A
BBB
A
BBB
A
A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BB
BB
BBB
B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
BB
BB
B
B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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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一带一路”国家排名
排名

国家

地区

是否发达国家

2017 评级结果

1

新加坡

东亚

是

AA

2

阿联酋

西亚

否

A

3

以色列

西亚

是

A

4

匈牙利

中东欧

是

A

5

捷克

中东欧

是

A

6

罗马尼亚

中东欧

否

A

7

波兰

中东欧

否

A

8

马来西亚

东亚

否

A

9

沙特阿拉伯

西亚

否

BBB

10

哈萨克斯坦

中亚

否

BBB

11

俄罗斯

独联体

否

BBB

12

柬埔寨

东亚

否

BBB

13

印度尼西亚

东亚

否

BBB

14

保加利亚

中东欧

否

BBB

15

老挝

东亚

否

BBB

16

菲律宾

东亚

否

BBB

17

希腊

中东欧

是

BBB

18

土耳其

中东欧

否

BBB

19

土库曼斯坦

中亚

否

BBB

20

巴基斯坦

南亚

否

BBB

21

印度

南亚

否

BBB

22

伊朗

西亚

否

BBB

23

蒙古

东亚

否

BBB

24

泰国

东亚

否

BBB

25

斯里兰卡

南亚

否

BBB

26

越南

东亚

否

BBB

27

缅甸

东亚

否

BBB

28

塔吉克斯坦

中亚

否

BB

29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

否

BB

30

孟加拉国

南亚

否

BB

31

白俄罗斯

独联体

否

BB

32

吉尔吉斯斯坦

中亚

否

BB

33

埃及

非洲

否

BB

34

乌克兰

独联体

否

BB

35

伊拉克

西亚

否

B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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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创客峰会在深举行
推动国际创客创业新未来
■文·央广网

2

017 年 9 月 16 日，“一带一路”国际创客峰会在深
圳丰收·中芬智谷举办。大会以“新创客·新未来：

共筑开放创新生态”为主题，邀请来自美国、埃塞俄比
亚、秘鲁、法国、中国等国的多位世界级创客大咖与国际
青年创客团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创新创业
合作发展新模式，解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与
深圳乃至中国创业创新良好生态环境的合作共建。
On September 16th, 2017,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Maker Summit Meeting was held at
Harvest•Sino-Finnish Smart Valley. The conference

邀请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创客代表、创业公司创

was themed with “New Maker•New Future: Jointly

始人、智库平台研究专家，包括埃塞俄比亚 iCog 实验室

Building Open Innovative Zoology”; a number of world-

项目经理瑞依·策加耶、法国创客之旅实验室市场调研

class greater makers and International Youth Maker

专家卢卡斯·格拉凡、巴基斯坦科技与信息通信计划委

Team gathered to jointly discuss “the Belt and Road”

员会成员阿塔尔·奥萨马等在现场进行了演讲和交流。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operation and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吴优在致辞中表示，“一

development new mode and interpret joint construction

带一路”追求互利共盈和优势互补的合作，共建“一带

of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一路”是构建国际和平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大众创新、

innov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万众创业”是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

“the Belt and Road” and Shenzhen even China.

济发展新功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
此次举办这个活动就是以实际行动落实
“一带一路”
和
“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搭建创客创业项目成果孵化平台，
引导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深圳愿意为各国提供创新创
业的深圳样本，深化人员和科技的交流，共享创新发展
的理念，共同创造创新发展的繁荣。
峰会中，埃塞俄比亚 iCog 实验室项目经理瑞依·策
加耶、Promperu Marca Peru 实验室负责人维克多·古
斯塔沃·弗兰德、Maker Tour 创客空间 / 实验室市场开
发者卢卡斯·格拉凡、Maker Tour 创客空间 / 实验室市

本次峰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龙岗区人民政府

场开发者玛丽·勒夫罗以国际化的视野、互联网 + 的思维，

承办。作为 2017 年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三届深圳

围绕“一带一路”高校创客创新教育这一话题就如何提

国际创客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大会聚焦“一带一路”沿线

高创客、高校院所及学生的创新精神，培育智能硬件创

国家及地区创客创业项目成果孵化和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新创业生态环境等进行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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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交流中表示，如今不仅在各大高校里高举创
客创新的旗帜，广大社会人群中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个人

业的全球流动。
MEEGOPAD（中国）有限公司 CEO 吴烨彬、环球资

创客或团队创客陆续加入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大军中。

源智能硬件创客展大中华区商务合作负责人曾韵儒、巴

跨区域的创业交流和国际创业合作已经成为了创新驱动

基斯坦科技与信息通讯技术计划委员会成员阿塔尔·欧

发展的新动力，在创新创业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带

萨马博士就“一带一路”创新创业生态这一主题展开深

领下，国内外创新创业的资源交流踊跃，海外科技源、孵

度对话。他们认为，通过“一带一路”不仅将推动中国创

化器、跨国技术转移平台等创新载体的建设，促进了科

客创新创业更加开放发展，并且打通东西联结的商贸、

技成果的国际间的转移转化。各类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的

投资通道，也为沿线国家企业和民众投资提供了契机。

举办，又加强了全国创业者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创新创

深圳地铁：
海外项目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助力未来发展
■文·深圳特区报

2

017 年 8 月 31 日，由深圳地铁集团、中国土木工程

集团与以色列艾格德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以

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运营维护项目。据悉，这是国内
轨道交通企业首度进入发达国家，也是深圳地铁集团继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运营管理项目、越南
河内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咨询项目之后正式落地的第三个
海外项目，也意味着国际市场对中国轨道交通企业技术
水平和服务水准的再度肯定。
On August 31st, 2017, the combo composed

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运营维护项目备忘录签署仪式

of Shenzhen Metro Group,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also meant reaffirmation of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and Israel Agde Company

for technical level and service standards of China’s rail

successfully won Israel Tel Aviv Red Line Light

transit enterprises.

Trail Operation Maintenance project. It is reported

深圳地铁集团作为全国轨道交通行业内创新发展的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domestic rail transit

标杆，深圳市国有独资大型企业，紧紧把握“一带一路”

enterprises entered a developed country and also the

重大契机，以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

third overseas project of Shenzhen Metro Group that

加快
“走出去”
的步伐。
借助深圳国际化、
现代化城市和
“一

officially landed after Ethiopian capital Addis Ababa

带一路”“桥头堡”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企业自身在轨道

light rai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ject and

交通运营方面经验丰富、技术先进的优势，将企业优势

Vietnam Hanoi rail transit operations service consulting

与外部优势相结合，通过实施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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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维护 + 品牌”全链条打包输出，不仅为深圳地铁在
未来角逐国际轨道交通市场的竞争中再添砝码，也为企
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深圳国
企以全球视野谋划“走出去”，着力提升深圳国企的国际
影响力、辐射力，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中标以色列项目打入发达国家
2017 年 8 月 31 日，深圳地铁集团携手中国土木工
程集团与以色列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以色列特拉
维夫轻轨红线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是以色列规划中的特拉维夫公共交

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模型图

通系统的一部分，全长 23 公里，设车站 33 座，其中地
下站 10 座，地面站 23 座，沿线将途经市区最繁华商业

招标。除深圳地铁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以色列艾格德

中心地段，也将是特拉维夫市区交通量最大的交通线路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参与投标外，还吸引了包括法国、德国、

之一，计划于 2021 年正式开通运营。

英国等国家的老牌优秀运营商参与。

据了解，该项目合同服务期限为 14 年。据深圳地铁

“竞争非常激烈”——据深圳地铁集团运营总部总

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中标后，深圳地铁将与联合体各

经理肖世雄介绍，特拉维夫红线轻轨无论项目质量还是

成员共同成立项目公司（Sole Purpose Company），采

规模，都处于同类项目的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该项目技

用“运营 + 维护”模式对特拉维夫红线轻轨进行管理。

术上的难度也不可忽视。因为红线轻轨包含了地下部分

其中，深圳地铁集团主要承担轻轨运营管理、技术管理、

（地铁）和地上部分（城市轻轨），对车速、信号、控制

体系建设、机电设备的维护及对业主指定的维护承包商

系统的整合都有较高的要求。

进行管理和监督。
成功中标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深

不过，最终由中国企业参与组成的联合体，利用国内
地铁建设和运营领域的装备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

圳地铁在运营方面不仅拥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

和服务优势，以及深圳地铁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东南亚

还有着丰富的人才储备，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共同为改

越南等海外市场积累的项目运营管理经验，最终在竞标

善和推动以色列当地交通发展做出贡献。

过程中击败了国际先进同行，顺利中标。

此外，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项目也是深圳地铁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前期洽谈过程中，深圳地铁

自 2014 年首度“进军”海外市场以来，顺利落地的第三

集团商务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以专业、优质、高效的服

个实体项目。这表示，国际先进市场对中国企业技术水

务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取得了以色列当地政府、企

平和服务水准的再次肯定，也意味着深圳地铁在未来角

业以及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逐国际轨道交通市场的竞争中将再添砝码。

与欧洲优秀运营商同台角逐

深圳地铁：提供高质量服务
据了解，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风景秀丽，随着

据悉，以色列轻轨红线运维项目是深圳地铁首次参

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为了

与发达国家轨道交通 TOD 项目，也是中国轨道交通企业

缓解交通拥堵，近年来，以色列政府提出了特拉维夫轻

首次中标发达国家项目。对此，有专家表示，这代表了中

轨系统建设规划。总规划包括红线等 5 条轻轨线路和 3

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作业技术水平和运营服务管理能

条快速公交。

力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将为中国企业进一
步打开城市轨道交通全球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项目于 2016 年 5 月面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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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也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政
府特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从概念到实施历经数十年，牵动着以色列民众的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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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次中标，标志着红线项目的建设正式提速，以色列
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
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林茂德表示，他们非常有信心
能为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和市民提供高
质量的运营服务。和轨道交通产品输出相比，深圳地铁
轨道交通服务输出“不但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也
就是说，除了提供轨道交通项目的运营管理和服务，还
要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方实现合同期满后的“自我良好运
作”。
此次成功中标，还得益于深圳地铁与中国土木工程
集团以及以色列当地最大的公共交通运营商、欧洲顶级
巴士运营商——艾格德公司（EGGED）的紧密“牵手”。

优进优出，也是一个重大收获。

有专家坦言，通过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红线项目

林茂德表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

全面合作、共同开发，向当地政府、企业和民众全面展

设的优先领域，随着基建投资的持续加码，作为轨道交

示了中国企业的实力，进一步突破了国际市场；相信此次

通行业创新发展的标杆企业，深圳地铁无疑正处于重要

合作也将成为中国轨道交通施工企业、装备制造企业和

的战略机遇期。深圳地铁的三次“走出去”，既是响应国

运营服务企业在国际合作上“抱团式”协同发展的典范。

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动担当，也是落实深圳更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主动作为。

从“政府推动”到“自发开拓”

因此，未来，深圳地铁集团将在确保深圳城市轨道

近年来，深圳地铁积极试水海外市场。自 2014 年首

交通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企业

次“出海”埃塞俄比亚轻轨项目以来，短短 4 年间，足迹

人才、技术、资金、装备优势以及在海外项目运作与管

已延伸至非洲、东南亚等地——随着以色列特拉维夫红

理方面的经验，积极参与海外项目的拓展，推动企业可

线项目的正式落地，标志着深圳地铁运营服务输出已经

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

步入“快车道”。

大贡献。

对此，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林茂德表示，红线项目
是深圳地铁海外战略的重要标志性项目，它的顺利实施
意味着深圳地铁已由最开始的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由政府推着走逐步转变为由深圳地铁在中高端市场自发
开拓市场并生存下去，在鼓励更多有实力、有经验的国
内优秀轨道交通企业走出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
用。
不仅如此，深圳地铁成功走出国门，对当前中国轨道
交通产业“走出去”来说也意义重大。此前，中国轨道交
通产业“走出去”大部分在基建项目与装备产业上，而深
圳地铁积极参与国际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打破了中国
轨道交通产业仅仅依靠基建和装备“走出去”格局，探
索出了一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 服务 + 维护 + 品牌”
打包输出的新路。
并且，深圳地铁“走出去”布局海外的过程中，通过
技术创新、用国际标准倒逼实现国内运营服务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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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发至喀什货运班列
多式联运提升“一带一路”枢纽地位
■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拥

有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的深圳，并不甘心只在
海洋运输上“扬威风”。2017 年，深圳正式加入

了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名单。在 2017 年 5 月发出首列开
往白俄罗斯的中欧班列之后，深圳于 9 月 16 日再发出一
列开往串联“一带一路”多个国家的班列线路。这将为深
圳缔造海铁联运枢纽打开充分的想象空间，而深圳也有
望由此进一步提升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影响力。

Shenzhen, where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container port is located, is unwilling to “make a show
of strength” only in ocean transportation. In 2017,

个铁路集装箱，货物总重量 800 余吨，货值 3200 万元，

Shenzhen officially joined the list of cities that open

货物以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陶瓷制品、活动

Central Europe block train. In May, 2017, the first

房构件和纺织服装等为主。

Central Europe block train to Belarus departed; a

据悉，此班列是深圳将对口援疆与“一带一路”相结

second block train to a seri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合的一大举措。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童亚明

Belt and Road” was dispatched on September 16th,

表示，通过此班列的运营，把深圳到喀什的物流通道包

which will open full imagination for Shenzhen to create

括资金流通道都打通了，将促进珠三角与新疆地区和“一

sea-rail combined transport hub, while Shenzhen is

带一路”各国的经济联系，降低跨境物流的综合成本。

also expect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fluence on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广东物流协会会长马仁洪指出，物流运输问题直接
影响着实体经济。根据他们对出海的广东制造企业的调
研，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物流，譬如从深圳到非洲吉布提，

2016 年，位居全国开行中欧班列首位的蓉欧快铁总
开行数量达到 460 列，相比之下，深圳只能算得上是刚

船运走了 40 天，运输时间耗费太长，挤压了生产时间，
成为出海企业的一大痛点。

刚起步。但深圳的一大特点在于，它是国内开行中欧班

与海运、汽运等方式相比，铁路运输具有耗时更短

列城市中为数不多拥有港口的城市，且集装箱吞吐量连

的优势，从而能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周转率。深圳中欧

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三。

班列的组织方之一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

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

华表示，这趟中欧班列的开行，能为珠三角、港澳和台湾

文认为，深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

地区以及东盟等地的货物运输节省三分之二以上的运输

之路的一个“母港”，但在陆上的连接相对较弱，在这方

时间成本。

面还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开通更多的班列。

根据发改委披露的数据，2016 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
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9%，比上年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

深圳班列“经济账”

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7 年 9 月 16 日，深圳经喀什开往中亚、南亚的多

但另一方面，在中欧班列的实际运行中，普遍遭到诟

式联运班列在盐田港发出了首班列车。本次班列装载 35

病的一点是，由于难以揽到足够回程货物的缘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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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列面临着“回程空载”的问题，而单向运输无疑又提高
了整体的物流成本。对于这一问题，深圳中欧班列在运
行之初便提出，初期仅提供单向出口运输，频次为一周一
班，之后则会增设回程班列，实现双向运输。
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秘书长郑艳玲透露，
该班列没有政府补贴，在价格竞争中并不明显，这可能
会影响回程班列的开行。她指出，深圳历来是一个外向
型经济体，传统的欧美市场在萎缩，中国自身也在经历
调整期，
开拓
“一带一路”
新兴市场成为企业内生性的选择。
深圳由民营企业参与组织开行中欧班列，是应对国际贸
易转型调整的一个突破之举。

提升“一带一路”枢纽地位
深圳中欧班列的目的地是位于东欧平原的白俄罗斯。

也正因此，国家层面近年来连续出台文件促进多式
联运，2016 年发布的《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往欧洲的门户，白俄罗斯被视为

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集装箱铁水联运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量年均增长 10% 以上。深圳也在 2016 年提出，完善集

在白俄罗斯的明克斯州，坐落着中国最大的海外工
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其面积将达 91.5 平方公里，由

疏运体系，真正实现海铁联运的“无缝衔接”。
2017 年 9 月 16 日新开通的由深圳经喀什开往中亚、

中白两国合资建设，主要着眼于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

南亚国家的班列，正是一班多式联运班列。货物由盐田

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和仓储物流等产业。

港装车，经铁路运输至新疆喀什，再通过公路运输等方

值得注意的是，中白工业园有着浓厚的“深圳基因”。

式配送到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

招商局集团是中白工业园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方股东

王国文指出，深圳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能

之一，参与工业园的建设；深圳的华为、中兴等知名企业

力已经很强，未来还应该强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连接，

已入驻该工业园；2016 年 10 月，工业园赴深圳举行投

加强对内的辐射力，此次通往喀什的班列便能发挥拉动

资推介会。

新疆发展的作用，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支持。而如何加强

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
文表示，深圳如果能跟中白工业园加强合作，这条连接

铁路、港口多式联运体系的建设，也是深圳需要重点考
虑的一个方向。

两地的中欧班列，将成为联系产能的桥梁，带动产业集
群的合作。深圳可以输出高端技术，中白工业园也需要
输入深圳的产能。当然产业园区还需要有一定的培育孵
化过程，什么时候班列货物能够做到“进出平衡”了，深
圳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的影响力也会加强。
作为 2017 年才开通中欧班列的“后来者”，深圳的
一大特色在于，拥有发达的集装箱港口。2016 年，深圳
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2.1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398 万标准
箱，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三。
在 发 达 国家，港口和 铁 路 衔 接 运 输 的比 例 高 达
30%，但深圳的这一比例却微不足道。而有研究表明，
水铁联运比例每提高 1%，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将可提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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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沙龙正式拉开帷幕

2

017 年 8 月 4 日下午，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

盟举办第一期沙龙，主题为“联盟的核心服务与发展

方向”。近二十家国际平台入驻机构代表与深圳市企业科
技创新促进会、深圳市工程师联合会、东莞长安五金饰
品行业协会代表及十多家企业代表参会，共同为联盟的
发展出谋划策。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任首先总结了联盟运
行一年半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希望联盟能在平台
机构和联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良性循环，找准联盟的核
心服务与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
随后，参会代表们围绕此次沙龙的主题畅所欲言，提
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包括平台的运作模式、资源的对
接方式、活动内容等等。

“The Belt and Road” Salon
Officially Raising Curtain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4th, 2017, Shenzhen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successfully held the first phase of salon, the theme of
which was “Core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lliance”. Representatives of nearly 20 institutions
settled ISTB and Shenzhen Promotion Associatio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henzhen
Engineers Association, Dongguan Chang’an Metal Jewelry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atives of more than 10
enterprises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together gave advice
on development of the Alliance.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Director Zhu
Zhiwei first summed up the results and deficiencies for one
and a half years since the Alliance operated, hoped that the
Alliance could create a virtuous circle in the joint efforts of
platform organization and alliance members, identify core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Alliance and
produce a certain social value.
Soon afterwards, participants spoke freely on
the theme of this salon and made a lot of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including operation mode of platform, docking
way of resources, event content, etc.

第二期“一带一路”沙龙 ：
一年六下高棉的投资观感

The Second Phase “The Belt
and Road” salon: Perception of
Heading for Cambodia Six Times
a Year for Investment

2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31st, 2017, the second
phase“the Belt and Road” salon hosted by Shenzhen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and ISTB and Shenzhen Promotion Associatio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The events was presided over by vice chairman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Promotion
Associatio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Zhu Zhiwei made a speech. Director Zhu
expressed his full affirm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alon
events and hoped that the events would be held on long
term basi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017 年 8 月 31 日下午，由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联盟、深圳市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主办，深圳市企业科

技创新促进会承办的第二期“一带一路”沙龙顺利举办。
活动由深圳市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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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刘文求主持，
深圳市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任致辞。
朱主任对“一带一路”沙龙活动表示充分肯定，希望活动
长期举办下去，以推动“一带一路”中外企业及机构之间
的交流合作。
主讲嘉宾胡维开先生发表精彩演讲，讲述了他“一年
内六下高棉的投资观感”，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
旅游等全方位介绍了柬埔寨的现状，胡先生多次前往柬
埔寨考察，对柬埔寨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次他为来宾生

Guest speaker Mr. Hu Weikai delivered a wonderful
speech, told about perception of heading for Cambodia
six times a year for investment, introduced current
situation of Cambodia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Mr. Hu repeatedly
visited Cambodia and had a deep feeling for Cambodia.
This time he vividly told about his views on Cambodia
in details and what he saw and heard and hoped that
hoped to invite gusts to visit Cambodia.

动详细地讲述了他对柬埔寨的各种看法以及在当地的所
见所闻，并希望组织与会来宾亲自到柬埔寨走走看看。

第三期“一带一路”沙龙 ：
中韩企业对接会

Phase III “The Belt and Road”
Salon: Chinese and Korean
Enterprises Matchmaking Meeting

2

On September 13th, 2017, Phase III “The Belt and
Road” Sal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the theme of which
was Chinese and Korean Enterprises Matchmaking
Meeting. This event was jointly held by China-Korea The
Society For Hi-Tech Industry Exchange, Korea Hi-tech
Project Incubate Center, ISTB, Shenzhen Enterpri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sociation and
Shenzhen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Dean of Daejeon Business Agency Mr. Li Changjiu led
eight Korean enterprises to Shenzhen for matchmaking
with local enterprises and to find general ag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product sales. The event was in warm
atmosphere and a number of enterprises reached a
cooperative intention. Meanwhile,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China-Korea The Society For Hi-Tech Industry Exchange
Mr. Jin Shouren and Mr. Li Changjiu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site.

017 年 9 月 13 日，第三期“一带一路”沙龙顺利举行，

此次主题为中韩企业对接会。活动由中韩尖端科技产

业交流协会、韩国高科技项目孵化中心、深圳国际科技商
务平台、深圳市科技创新企业促进会、深圳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联盟共同举办。
韩国大田经济通商振兴院院长李畅九先生带领了八
家韩国企业来深圳与当地企业进行对接，找寻技术合作
和产品销售总代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家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同时，中韩尖端科技产业交流协会首席代表金仁
寿先生与李畅九先生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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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中、陈如桂会见美国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
率领的代表团
■文·深圳特区报

2

017 年 8 月 3 日上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

等方面的交流，携手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

记王伟中，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如桂会见美

域迈进。

国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深圳市领导张虎、郭永航参加会见。

王伟中表示，近年来，深圳与密歇根州关系发展势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3 rd, 2017, member

头良好。当前，深圳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gdong

深圳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高质量全面建设小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希望双方在

Secretary Wang Weizhong, Shenzhen Municipal

广东省与密歇根州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框架下，加快共

Party Deputy Secretary and acting mayor Chen

建“深密中心”，深化在电子信息、汽车产业等领域的

Rugui met with the delegation led by Michigan

全链条合作，并在教育、人才、旅游等方面不断拓展合

governor Rick Snyder. Both sides hoped to speed

作空间。深圳将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Michigan Center”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中美两国关系

under the r elationship f r amework of f riendly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作更大贡献。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o deepen full-chain

斯奈德希望密歇根州与深圳市的友好关系继续巩固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发展，期待双方相互借鉴科技创新和城市管理经验，进

automobile industry, etc. and constantly expand

一步加强在科技创新、汽车制造、现代农业、旅游合作

cooperation space in education, talent, tourism, etc.

王伟中、陈如桂会见新加坡客人
■文·深圳特区报

017 年 8 月 24 日晚，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2

望双方在两国元首共同确定的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

王伟中，深圳市市长陈如桂会见新加坡教育部（高

伙伴关系指引下，充分发挥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的

等教育和技能）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新加坡—广东

平台作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创新创业、

合作理事会新方联合主席王乙康一行。

环境保护、金融服务、高等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

王伟中代表深圳市委、深圳市政府对王乙康一行表

共赢发展。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深圳发展情况。他说，深圳与新加

王乙康表示，新方高度重视与深圳的互利合作，期

坡交流密切、合作广泛、成果丰硕。当前全市上下正深

待在科技教育、环保技术、经贸交流等领域互学互鉴，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和对广东工

共同提升城市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重要批示精神，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在
新的起点上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勇当尖兵、再创新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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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领导郭永航、艾学峰，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
蔡簦合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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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ening of August 24 th, 2017, member

(Higher Education and Skills) and the second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gdong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Singapore co-chairman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of Singapore-Guangdong Cooperation Council Wang

Secretary Wang Weizhong and Shenzhen Mayor

Yikang and his party.

Chen Rugui met with Singapore Minister of Education

王伟中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2

017 年 8 月 3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率队考察深圳，这是林郑月娥就任行政长官后首

次考察深圳。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会见
林郑月娥一行，双方共同出席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系列活动，并考察深圳企业发展和两地合作创新创业
情况。

抢抓重大机遇 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会见时，林郑月娥表示，此次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的身份来到深圳，感觉非常亲切，对两地未来合
作充满信心。希望香港与深圳牢牢抓住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流、物流、
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等方面互联互通，加快推进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医疗产业、交通设施、港口口岸等领域的务
实合作，携手实现两地共同繁荣发展。

的深港设计创意展开幕式并致辞。
林郑月娥表示，港深两地在创意设计产业领域有巨
大合作潜力，相信在两地政府和业界的努力推动下，深

王伟中表示，深圳将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

圳和香港将会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设计双城”。王伟

讲话和对广东工作重要批示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习近

中表示，两地发挥比较优势，共筑深港设计创意生态圈，

平总书记“七一”视察香港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前海深

必将进一步推动“香港创意”“深圳设计”走向世界，

港合作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重大平台，进一步深化

谱写新的精彩篇章。

和拓展深港在科技、金融、医疗、高等教育、基础设施

林郑月娥还与王伟中、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一

等领域的更加紧密合作，携手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道，共同启动前海深港设计创意产业园建设，并见证香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港设计总会、前海管理局、前海蛇口自贸投资发展公司、

开。

启客集团四方签署合作协议。前海深港设计创意产业园
命名“二元桥”，寓意香港深圳两地设计创意交流合作，

打造“设计双城” 推动“香港创意”“深圳
设计”走向世界

激发多元产业发展。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林郑月娥与香港青年创业

今年是前海的深港合作年。在前海，林郑月娥、王

团队进行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创业情况，并参观香港

伟中共同出席了由香港设计总会和前海管理局联合主办

青年专业联盟孵化器平台、青年人才公寓等项目，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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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年在深创新创业加油鼓劲。

On August 31st, 2017,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arrie

聚焦发展重点 推动两地更紧密合作

Lam Cheng Yuet-ngor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在深圳期间，林郑月娥还专程考察了华为技术有限

Shenzhen, which was her first visit to Shenzhen after

公司和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林郑月娥表示，科技创

taking office. member of Member of the Standing

新和创意设计产业是香港未来发展的两大重点，香港和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深圳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具备良好基础。期待在粤港澳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y

大湾区总体框架内，港深双方加强更紧密合作，共同推

Wang Weizhong met with Carrie Lam Cheng Yuet-

动发展再上新台阶。

ngor and her party; both sides jointly attended

在前海紫荆园，林郑月娥、王伟中共同种下一棵红
花紫荆树，象征深港合作、共创繁荣。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长杨伟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
邱腾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行政长官办公

Qianhai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series events and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wo places.

室主任陈国基，深圳市领导郭永航、田夫、刘庆生等参
加相关活动。

王伟中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2

与合作，以丰硕成果迎接 2020 年意中建交 50 周年。

中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对谢国谊首次访深表示欢迎。

续发展总干事弗朗切斯·卡梅拉、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

017 年 9 月 7 日上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

记王伟中会见了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一行。王伟
王伟中说，深圳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深圳市领导郭永航，意大利环境部能源与气候可持
艾古丽等参加会见。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7th, 2017, member

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争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gdong

范区。希望双方在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基础上，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深化在节能减排、城市更新、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时

Party Secretary Wang Weizhong met with Italian

尚创意设计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

ambassador Xie Guoyi to China and his party.

关系迈上新台阶作贡献。

Wang Weizhong showed welcome to the first visit

谢国谊表示，此次来访亲身感受到深圳是一座富有

of Xie Guoyi to Shenzhen on behalf of Shenzhen

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意大利愿意积极参与“一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带一路”建设，期待双方围绕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可

Government.

持续发展，以及设计、医疗、旅游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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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中会见越共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017 年 9 月 8 日晚，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2

义国家，两国两党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王伟中会见由越共中央委员、奠边省委书记陈文山

利益。深圳经济特区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模范城

率领的越南共产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中联部参赞王

市，各方面发展成就给考察团一行留下深刻印象，提供

长勇，深圳市领导郭永航、高自民等参加会见。

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发展经验。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

王伟中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热烈欢迎陈文山一行来

在经贸、教育、旅游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深入。

深考察。他说，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党两国友好

On the evening of September 8th, 2017, member

关系源远流长，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平稳发展。当前，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gdong

深圳正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和对广东、深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henzhen Municipal

圳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统领，认真践行新发展理

Party Secretary Wang Weizhong met with a senior

念，统筹推进改革、创新、开放、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led

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by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王伟中表示，希望双方认真落实两国两党领导人达

Centr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Dien Bien Phu

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贸易、科技、旅游、教育等方面

Committee Tran Van Son. Counselor of International

务实合作，更好推进中国·越南（深圳 - 海防）经济贸

Department,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ang

易合作区建设，以丰硕成果为中越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

Changyong, leader of Shenzhen Guo Yonghang,

出更大贡献。

Gao Zimin, et al. attended the meeting.

陈文山表示，越中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陈如桂会见巴西圣保罗市市长若昂·多利亚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2

017 年 7 月 28 日中午，深圳市代市长陈如桂在深会

At noon on July 28 th, 2017, acting Shenzhen

见了巴西圣保罗市市长若昂·多利亚一行。深圳市

Mayor Chen Rugui met with the mayor of Sao Paulo,

副市长艾学峰、市政府秘书长李廷忠，巴西驻广州总领

Brazil and his party at Shenzhen. Vice mayor of

事乔西·维森特·雷萨参加会见。

Shenzhen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Secretary

双方表示，两市将进一步夯实友好合作基础，加强
在科技、金融、文化创意、投资贸易、教育医疗、城市

General Li Tingzhong, Brazilian consul general
Josie•Vicente•Reza attended the meeting.

规划建设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
展，为两市市民增进更多福祉，为促进中巴两国交流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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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外办工作小组调研国际
平台

2

017 年 8 月 9 日下午，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欧

Working Group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Investigating and
Surveying ISTB

美处邓昌雄处长率工作小组莅临国际平台，调研国际

平台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任热情接待了工作小
组一行，详细介绍了国际平台的架构、运作模式、服务机
制及其成立十三年来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并逐一解答
了工作小组提出的问题。
邓昌雄处长表示，广州准备筹建广州国际交流合作中
心，构建对外开放新平台，国际平台的模式值得大家学习，
希望今后能与平台加强沟通与交流，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9th, 2017, division head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Deng Changxiong led the working
group to visit ISTB to investigate and survey the advanced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of the ISTB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 etc.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Zhu Zhiwei warmly welcomed the working
group, introduced ISTB framework, operation mode, service
mechanism and its functions and roles in the past thirteen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working group one by one.
Division head Deng Changxiong said that Guangzhou
prepared to build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enter and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opening up; ISTB model was worth learning; it was hoped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platform and establish closer relationship.

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调研国际 Research Group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vestigating
平台
and Surveying ISTB

2

017 年 8 月 15 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研发与转

化功能型平台考核评估机制研究”课题组调研国际平

台。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侯斌副调研员向华东师范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孟溦博士一行详细介绍了国际平台的功能
作用和发展历程，并结合高新区的发展和深圳市创新生态
环境介绍了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众多功能型平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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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5th, 2017,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D and Transformation
Functional Platform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group invested and surveyed
the ISTB. Deputy investiga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Hou Bin introduced
functions, role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STB
to Professor PhD. Meng Wei of Facul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details
and introduced various functional platforms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and
innovative eco-environment of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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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平台拜访巴基斯坦驻广州 ISTB Visiting Consulate General
of Pakistan in Guangzhou
总领馆

2

017 年 8 月 24 日上午，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
任率国际平台工作团队赴广州拜访了巴基斯坦驻广州

总领事阿里·艾哈迈德·阿伦先生。
阿伦总领事对国际平台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听了
朱志伟主任关于国际平台的详细介绍之后，对国际平台

的职责功能和运作模式非常感兴趣。他说从上一任巴基
斯坦总领事开始就与国际平台的渊源比较深厚，国际平
台有任何需要领馆帮忙的事情均可以书面的形式具体阐
述以便作具体安排。
朱志伟主任还介绍了深圳高新区有很多企业准备组
团赴巴基斯坦考察，想在巴基斯坦出资建设产业园，希
望届时阿伦总领事能帮忙牵线搭桥。最后，朱主任还向
总领事发出盛情邀请，希望总领事能在 2017 年 11 月
17 日作为演讲嘉宾出席第十届“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国际会议”。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24th, 2017,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Zhu
Zhiwei led working team of ISTB to visit Consul General of
Pakistan in Guangzhou Mr. Ali•Ahmed•Alan.
Consul General Alan extended a warm welcome to the
working team of ISTB and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functions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ISTB. He said that Pakistani
Consul General had a profound relation with the ISTB ever
from former consul general, which could state in writing for
specific arrangements in case of any need for consulate.
Director Zhu Zhiwei also said that many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prepared to form a
group to visit Pakistan and contribute to build an industrial
park and hoped that consul general Alan could help
matchmaking. Finally, Director Zhu also sent a warm
invitation to the Consul General and hoped that Consul
General could atte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nstructing World-class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as a
guest speaker on November 17th , 2017.

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访问
国际平台

Former Chilean President
Eduardo Frei Visiting ISTB

2

On September 2nd, 2017,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hile and Asia-Pacific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Eduardo Frei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ISTB, accompanied by Chilean Deputy Trade Minister
Paulina Nazal and Chilean Ambassador to China Jorge
Heine, Chilean Consul General in Guangzhou Carlos
Marin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hilea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Xie Zhaojie warmly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and introduced functions of the ISTB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Mr. Eduardo Frei was very

017 年 9 月 2 日，智利前总统、亚太特命全权大使爱
德华多·弗雷率团访问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随行

访问的还有智利贸易副部长宝琳娜·纳萨尔、智利驻华大
使贺乔治、智利驻广州总领事龙啸天及智利科技企业代
表。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谢照杰副主任热情接待了代表
团一行，并介绍了国际平台的功能作用及其发展历程，爱
德华多·弗雷先生对平台的运作模式非常感兴趣，他希望
智利的机构能早日入驻国际平台，为智利和深圳的合作牵
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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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代表团来深是参加中国“智利周”活动，中国“智
利周”由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司、智利对外贸易促进
局、智利驻华大使馆以及智利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共
同举办，之前已举办过两届。
爱德华多·弗雷表示，在中国举办“智利周”活动具
有重要意义，不仅促进双边贸易、吸引中方对智投资、推
进重大合作项目，而且面向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展示智利
整体国家形象。

interested in the operation mode of platform and hoped
that Chilean organizations could enter the ISTB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ct as a go-between for operation
between Chile and Shenzhen.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delegation is in Shenzhen for
“Chile Week” events, which are jointly hel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lations Division, Chile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Foreign Trade, Embassy of Chile to China,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le in Guangzhou Commercial Counselor’s
Office; it has been held twice.
Eduardo Frei said that “Chile Week” events held
in China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ot only promoting
bilateral trade, attract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Chile
and promoting major cooperation projects but also
showing overall image of Chile to Asia-Pacific, especially
Chinese market.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先生
访问国际平台

Consul General of Israel in
Guangzhou Mr. Nadav Cohen
Visiting ISTB

2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4th, 2017, Consul
General of Israel in Guangzhou Mr. Nadav Cohen visited
ISTB.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Zhu Zhiwei and deputy director Xie
Zhaojie warmly welcomed Mr. Nadav Cohen. Director
Zhu introduced functions and features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to Mr. Nadav Cohen from
the aspects of output value of enterprises in park,
industrial structure, enterprise echelo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onstruction of the park’s
ecological system, etc. Meanwhile, he also briefed the

017 年 9 月 4 日上午，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先

生到访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任、谢照杰副主任热

情接待了南可安先生。朱主任从园区企业产值、产业结构、
企业梯队建设、园区建设历程、产业扶持政策及园区生态
体系的构建等各方面向南可安先生介绍了深圳高新区的
功能和特点。同时，他也向南可安先生介绍了深圳国际科
技商务平台与以色列驻广州总领馆深厚的渊源，希望能
与领馆继续紧密合作，促进深圳与以色列的合作。
南可安先生介绍说，以色列比较专注某一个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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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世界上研发投资比例最大的国家，很多世界知名
企业都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
也包括华为等中国企业。
他来广州任职一年多以来对广东的产业结构和创新体系
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深圳高新区的创业环境很适合
以色列的中小企业，他希望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双方能
够更加深入地开展合作。
中以高科技合作促进中心主任褚跖宇陪同接待。

close relation between ISTB and Consulate General in
Guangzhou and hoped to continue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sulat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Israel.
Mr. Nadav Cohen said that Israel was more
focused on study for a particular industry and has the
largest R&D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many worldrenowned enterprises set up R&D centers in Israel,
including Huawei and other Chinese enterprises. He
has had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system in Guangdong since he took
office in Guangzhou; he believed that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was
very suitabl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Israel;
he hoped that both sides carried out in-depth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cooperation.
Director of China-Israel Advance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enter Chu Zhiyu
accompanied in reception.

国际平台组团考察惠州

ISTB Group Visited Zhengzhou

2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5th, 2017, upon
the invitation of Hui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Xie Zhaojiei led nearly twenty ISTB agencies to visit
Huizhou and had a discussion with Hui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Chen Yiwei and Vice Mayor
of Huizhou Yu Jinfu and other municipal leaders.
In the discussion, Deputy Director Xie Zhaojie
introduced establishment background of ISTB,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working achievements. He
said that ISTB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74 overseas

017 年 9 月 25 日下午，应惠州市委市政府的邀请，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谢照杰副主任带领近二十家国

际平台机构代表赴惠州参观考察，并与惠州市委书记陈
奕威、惠州市副市长余金富等市领导进行了座谈。
在座谈中，谢照杰副主任向陈奕威书记介绍了国际平
台成立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及工作成果，他说，深圳国际科
技商务平台先后引进了 74 家境外机构，依托这些资源，
推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加快了深圳“走
出去、引进来”战略的实施。希望国际平台能与惠州市政
府建立联动机制，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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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威代表惠州市委、市政府，对李大西博士、谢照
杰副主任及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惠州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陈奕威说，惠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一座
生态环境十分优美的城市，是一座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座
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具有明显区位优势和良好基础设
施条件的惠州，发展潜力大、空间大，商机无限。
陈奕威说，惠州包容性强，社会和谐，能留人才。希
望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和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充分
发挥掌握高新技术项目及国际化资源等优势，利用协会
和平台的影响力、感召力，多来惠州考察，多多宣传惠州，
为惠州举荐人才；将高新技术项目、先进技术拿来惠州孵
化，促进惠州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期间，考察团还参观了惠州西湖和潼湖生态智慧区，
领略了惠州的青山秀水和世界级创新产业集聚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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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and promoted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y by relying
on these resources and speed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out, bringing in” strategy of Shenzhen. He
hoped that ISTB and Hui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could establish a linkage mechanism for long-term
effective cooperation.
Chen Yiwei on behalf of Hui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Municipal Government welcomed the arrival
of Dr. Li Daxi and Deputy Director Xie Zhaojie as well as
ISBT group and introduced gene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Huizhou.
Chen Yiwei said that Huizhou was a famous cultural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a city with very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 fast-growing
industrial city. Huizhou, with obviou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good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had
lar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space and un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Chen Yiwei said that Huizhou was inclusive and
in social harmony and able to keep talents. He hoped
that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Business
and Shenzhe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Platform w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high-tech project,internationalization resources,
etc., pay more visit to Huizhou, give more publicity to
Huizhou, recommend talents for Huizhou, incubate hightech project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in Huizhou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uizhou and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visit, the delegation also visited Huizhou
West Lake and Tong Lake Ecological Wisdom Area and
appreciated green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Huizhou and
the world-class innovation industry gathering plac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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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
访问国际平台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of Nepal
Mahara Visited ISTB

2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1th, 2017,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of Nepal Krishna
Bahadur Mahara visited ISTB. His Party included Nepali
Ambassador to China Leela Mani Paudyal, Head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Department of Nepal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anesh Pradas Dhakal, Napali Consul
General in Guangzhou Ravi Bhattarai.
Deputy Insp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Sha Xinhua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Xie Zhaojie received the
guests. Deputy Inspector Sha Xinhua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to Deputy Prime Minister Mahara.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ed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utline and spirit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ference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of the Industrial Park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Industrial Park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novation energy level.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prospectively
layed out life and heal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AV,
robot and other future industries and put forth
effort to cultivat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The
Industrial Park transformed to introduction-based to
self-cultivation-based and strategic introduction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modern high-tech industrial
system just rooted in Shenzhe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opening-up advantage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endeavored to
further gather and collect innovative resources on a
global scale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t a higher level. Afterwards,
Deputy Director Xie Zhaojie introduced functions and
roles of ISTB.
Vice Prime Minister Mahara said that Nepal had
always maintaine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Shenzhen
and introduced excellent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e.g.
Huawei. He hoped to further deepen the coope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 innovation spirit
of Shenzhen, continuously broaden the fields of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laces for more achievements.
It is reported that Deputy Prime Minister participated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Nepali Consulate General
in Guangzhou. The establishment of Nepali Consulate
General in Guangzhou will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s
on friendly exchange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Nepal and Guangdo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017 年 9 月 11 日上午，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希

纳·巴哈杜尔·马哈拉访问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随行访问的还有尼泊尔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尼
泊尔外交部东北亚司司长加内什·普拉德撒·达卡尔、尼
泊尔驻广州总领事拉维·巴塔拉伊。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副巡视员沙新华、深圳高新
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谢照杰接待贵宾一行。沙新华副巡视
员首先向马哈拉副总理详细介绍了深圳高新区的建设情
况。深圳高新区认真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
全国、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不断优化高新区综合创
新创业生态体系，
新常态下推动高新区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创新能级持续提升。
深圳高新区前瞻布局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无人机、
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着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高新区从引
进为主向自主培育为主、战略引进为辅转变，逐步建立起
现代化的、植根深圳本土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发挥
经济特区开放优势，深圳高新区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
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随后，谢
照杰副主任介绍了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的功能和作用。
马哈拉副总理表示，尼泊尔一直与深圳保持着紧密
合作，引进了深圳优秀的企业，如华为等。希望通过这次
访问能与深圳进一步深化科技方面的合作，学习深圳的
创新精神，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推动两地共同发展取得更
多成果。
据悉，马哈拉副总理于前一日参加了尼泊尔驻穗总领
馆的开馆仪式。尼泊尔驻穗总领馆的设立，将为推动尼泊
尔与广东及周边地区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创造更多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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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力量 助力深圳改革创新发展
■文·深圳侨报

2

017 年 7 月 29-30 日（悉尼时间），在深圳市海交

会、深圳市侨联的指导和支持下，第三届国际深圳

社团大会暨深圳·澳大利亚经贸交流会在澳大利亚悉尼
举行，来自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 36 个深圳籍华侨华人
社团的领袖、华商企业家 300 多人聚首于此，共商融入
深圳创新发展大潮，共商全球深圳籍华侨华人合作发展
大计，在国际舞台上唱响了深圳“好声音”。
From July 29th to July 30th, 2017 (Sydney time),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henzhen Association &
Shenzhen-Australia Economic and Trade Conference
2017 was held in Sydney, Australia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Shenzhen Convention on Exchange
of Overseas Talents and Shenzhen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over 300 leaders of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 gathered here to discuss integration into
the tid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圳人搭建起一个有效沟通交流的联谊及商务合作平台。

and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cooperation and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深圳已经迈入世界大城市行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singed “the Voice” of

列，深圳诞生了像华为、腾讯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世

Shenzhe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界影响力的大企业和企业家，在中国一个城市聚集这么
多世界 500 强企业，难能可贵，在开幕仪式上，澳大利

在国际舞台传递深圳好声音

亚深圳社团总会会长黄向墨积极宣传推介深圳。

由澳大利亚深圳社团总会主办的第三届国际深圳社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顾小杰、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

团大会，是在深圳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的支

长约翰·阿扎卡等领导嘉宾，以及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深

持下，以深圳为焦点的国际联谊合作活动。这是继 2015

圳社团代表、企业家与澳中政府官员和澳大利亚各界精

年 8 月在美国洛杉矶，2016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举

英共 250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文艺晚会。

办两届后，全球深圳社团联袂组织的又一国际侨团盛会。

黄向墨说，深圳是许多人的第二故乡，从深圳成为

大会期间，主办方通过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晚会、深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开始，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才

圳·澳大利亚高端经贸论坛、澳中投资分论坛、2017 国

俊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扎

际深圳社团圆桌会议、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于

根深圳，放眼全球，三十多年的奋斗不息，将深圳带入

丹教授《感悟中国智慧》讲座、澳大利亚生物医学科技

了世界强市的行列，也诞生了众多全球知名企业。本届

发展论坛、闭幕式暨慰侨演出等一系列活动，为全球深

大会致力于寻找新路径，实现新突破，推动深圳和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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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两地务实合作和创新发展，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

开展海外侨务工作的每一个契机，把召开海外高层次人

实现互利共赢。

才座谈会与海外侨团的交流联谊、经贸合作活动结合起

深圳在不断转换发展方式的同时，一直努力追赶世

来，积极助力全市人才战略，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美

界的潮流，向世界敞开着胸怀。本次大会力求务实务精

国纽约、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多场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

并首次创新性通过举办“深圳·澳大利亚经贸交流会”

会，推动了
“微纳米芯片研究院”
、
“精准医疗研究院”
、
“新

这一社团大会的平行主题活动，让与会的全球社团代表

基因的早期肠癌血清学分子诊断”等一大批国际合作的

收获颇丰。

高端项目落地深圳。
而此次召开的中国（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

为深圳创新发展招才引智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深圳的快速发展离不

同样为推动深圳与悉尼在科技、人才等各领域的深入合
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海外人才的支持；把深圳建设成为
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把特区打造成产业创新能力强、
市场环境优、国际化程度高的“中国硅谷”，离不开高

架起深澳经贸合作的彩虹桥
在当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各国面临创新转型的国

层次人才的支撑。
“以侨为桥”
，
为深圳创新发展招才引智，

际新环境下，“深圳·澳大利亚经贸交流会”上的“2017

是深圳侨务部门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深圳 - 澳大利亚高端经贸论坛”，重点探讨当下中澳经

第三届国际深圳社团大会开幕前夕，
深圳市海交会、

贸关系的深远影响及合作机遇，激发了各界的共鸣。

深圳市侨联与澳大利亚深圳社团总会联合举办了中国深

澳大利亚原外交部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

圳（澳大利亚）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宣传推介深圳，

院院长鲍勃·卡尔主持论坛时表示，中国在经贸领域取

通过侨务渠道为深圳创新发展招才引智。

得了巨大成就，中澳应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继续

座谈会吸引了澳大利亚当地专家学者、创业创业大

深化合作，并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澳大利亚，

赛获奖者、澳大利亚领先科研院所以及悉尼各高校学生

中国与世界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方面带来发展

学者联谊会负责人 60 多人参加。座谈会上，深圳对创

机遇，实现合作双赢。

新发展的战略性部署、对人才引进与服务的高度重视引

深圳市归侨侨眷企业家联合会会长郑凯平在论坛

起了专家学者们的热烈反响。大家建言献策情真意切，

上表示，深圳正着力打造的创新型国际化城市成效突出，

来深创新创业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并在打造生态国际化城市方面潜力巨大。深圳拥有良好
的居住环境和高森林覆盖率，而澳大利亚有良好的环保
资源和高端服务业，与深圳在环境产业的合作有坚实的
基础。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训鹏博
士说，深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为中小型
外贸企业提供了科技与资本投资的平台和机会。
深圳市国际侨商联合会会长、澳大利亚深圳社团总

本着“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会名誉会长孙启烈也表示，希望深圳能够推动产品技术

共同发展”的原则，深圳市归侨侨眷企业家联合会与澳

走向全球化，引进澳大利亚良好的环保资源与高端服务

大利亚深圳社团总会还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双

业，如药品医疗、天然资源等。

方将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商贸交流、热心公益等方

高端经贸论坛掀起“头脑风暴”，碰撞出智慧的火

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携手为吸引一批有才华、有实力

花，多个平行主题论坛和投资项目对接交流会等系列活

的澳大利亚高层次人才落户深圳，为深圳的改革创新发

动同样精彩纷呈。2017 年 7 月 30 日下午（当地时间），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澳洲投资论坛在悉尼会展中心四楼正式举行。

近年来，深圳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抓住

本次论坛邀请了澳大利亚澳贸委官员、悉尼大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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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经济学教授、澳洲企业家协会会长和澳中成功企业家

助推深圳国际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正是众多的海外

代表作为主讲嘉宾，从多维度探讨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

“深圳人”搭起了一座座桥梁，深圳与世界各国城市建

的过往，现状与未来展望。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主题明

立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深圳“朋

晰切中要害，参与活动的来宾反响热烈，普遍对本次论

友圈”的扩大，广大海外深圳人功不可没。

坛给予极高的评价。

新加坡东安会馆会长洪广发表示，以往组织会员参

值得一提的是，于当天下午举行的澳大利亚生物医

加活动，地域范围仅局限于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借助国

学科技发展论坛，有效推动了深圳市知名医药企业和创

际深圳社团大会平台，可将会员带到美洲、澳洲等更广

投企业与澳大利亚生物医学技术项目对接。

的范围和全世界华人进行沟通交流，共谋发展。中国改

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商务参赞王洪波、澳大利亚

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作为投资热

深圳社团总会会长黄向墨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世界各

土和商品大市场的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海外华侨华人自

地的深圳籍社团代表的见证下，澳洲蓝山水与广东新九

身事业的发展同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州签署了自动化设备合作协议，澳大利亚华人生物医学

圆桌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决定 2018 年的

协会、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澳大利亚深圳社团总会签

第四届国际深圳社团大会将移师南非，由南非 - 中国深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圳联谊会 / 总商会担纲主办。南非 - 中国深圳联谊会 /
总商会会长陈云生表示，他们要在这份传承中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添加来自非洲的五彩火焰，让这座火炬燃烧
得更加旺盛。
大会闭幕式上，陈云生从黄向墨手中接过国际深圳
社团大会会旗，并向全球深圳籍侨社团发出了热情邀请，
欢迎大家到南非这个彩虹国度，参加第四届国际深圳社
团大会，感受南非风光，见证深圳人在南非的发展历程。
陈云生认为，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尤其是
南非的推广力度和影响还有待提高，南非人对深圳企业

一批中澳科技、医药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成为本次论

的创新发展情况了解也不多，未来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坛的丰硕成果。而在此之前，深圳市委统战部（市侨办、

在陈云生看来，利用好“一带一路”可以把南非与深圳、

市侨联）还创新形式，在深圳首次采用远程视频与澳大

与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连接在一起，第四届国际深圳社

利亚项目方连线，召开了澳大利亚生物医药科技项目说

团大会在南非举办，将是一个绝佳的平台。

明会，邀请深圳市生物医药企业和创投企业听取项目介
绍，交流互动，为促成此次若干项目合作打下了基础。

广借侨力助力深圳国际化
目前，深圳正在朝着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目标迈进。旅居
世界各地的“深圳人”时刻关心支持着深圳的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家乡的建设献计出力。第三届国际
深圳社团大会以包容团结、开拓创新的独特精神气质，
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在 7 月 30 日下午举行的国际深圳社团领袖圆桌会
议上，来自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 个深圳籍侨界社
团领袖，
就如何持续办好大会，
如何凝聚海外深圳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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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直飞米兰航线正式开通
助力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文·深圳晚报

2

017 年 8 月 10 日，由意大利国际航空运营的“深圳·米

兰”航线正式开航。该航线不仅是深圳首条直飞意大

利的客运航线，也是首条由外航在深圳机场开通运营的
洲际客运航线。该航线开通后，深圳机场国际和地区客
运航线达到 34 条，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On August 10th, “Shenzhen·Milan” route operated
by Aerolinee Italiane Internazionali was officially opened
up. This route is not only the first non-stop passenger
route to Italy but also the first intercontinental passenger
route operated by foreign airlines in Shenzhen. After the

现场致辞时表示，选择开通深圳·米兰航线，一方面是

opening of this route, there are up to 34 international

因为深圳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

and regional passenger routes in Shenzhen Airport;

深圳有着良好的国际航线市场。他对这条航线的前景充

international aviation hub construction is further

满期待，欢迎深圳游客前往意大利和米兰旅游。

accelerated.

深圳洲际航线“瞄准”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
首条由外航执飞的洲际航线

深圳机场目前正在打造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国际

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深圳·米兰”航线航班号为

航空枢纽。此次 " 深圳·米兰 " 是继 2016 年 " 深圳·法

I95318/9，13 小时即可从深圳飞抵米兰。该航线由波音

兰克福 " 航线开通后，深圳机场第二条直飞欧洲的客运

B767 执飞，每周一班，预计 10 月后将增至每周两班。

航线，也是深圳首条直飞意大利的客运航线。

在国内航空公司从深圳机场飞出去的同时，吸引更

结合深圳城市发展定位和对外交往需要来确定目标

多国外航空公司飞进来也是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举

航点、提升新开航线质量是深圳机场国际航线开拓的主

措，深圳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意大利国际航

要方向，深圳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空开通深圳·米兰航线，填补了外航在深圳机场运营洲

“米兰时装周”不仅是国际四大著名时装周之一，

际客运航线的空白，显示了深圳在国际航线市场上的良

更被认为是世界时装设计和消费的“晴雨表”。以深圳

好吸引力。

时装为代表的深圳创意设计产业，近年来也以其奔腾不

深圳与米兰同属“设计之都”，深圳·米兰航线开

息的创新精神，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壮大。深圳·米兰航

通为深圳及周边游客赴欧旅游提供了更多便利和选择。

线开通后，将有助于增进两座城市在服装设计等领域的

据了解，当天首航航班基本满座，加上目前正值暑运旅

交流合作，更好地展示深圳作为“设计之都”的创新设

游旺季，深圳·米兰航线已经在售的航班订票客座率也

计力量，
全面提升深圳时尚产业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

平均超过九成，显示了深圳在国际航线供给方面旺盛的

在深圳机场已通航的洲际航线航点中，米兰是欧洲

市场需求。
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副董事长 Michele Cimelli 在

经济中心和世界时尚设计之都，法兰克福则是德国乃至
欧洲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西雅图是美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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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西北区的商业、文化和高科技中心，悉尼是澳大利亚

国际航空枢纽也是顺应市场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中国民

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据悉，下一步深圳机场

航干部学院教授邹建军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航空运输

将重点“瞄准”全球经济、科技创新等产业中心所在城市，

发展的基础。深圳当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众多知名

开辟更多欧美澳直达航线。

企业汇聚带来的对外商务需求，都为深圳发展国际航线
奠定了市场基础。需求侧市场的有力支撑和深圳打造国

未来将陆续开通多条国际航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深圳机场共运送国际旅

际化城市的发展定位是深圳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
核心优势。

客达 164.84 万人次，同比 2016 年增长 29.5%。深圳机

据了解，深圳机场后续还将有多条国际航线开通。预

场近两年国际航线快速发展，彰显了深圳航空出行市场

计今年深圳机场新开国际航线数将超过 2016 年，全年机

的巨大潜力。

场国际和地区航线数有望达到 40 条。在航线供给和出行

深圳发展国际航线最大的优势在于市场，深圳建设

市场供需两旺之下，全年机场国际客流将再创新高。

深圳率先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文·深圳特区报

深

圳市研制国际国内标准累计已达 4768 项，其中国

际标准 1384 项。截至目前，深圳累计成立产业标

准联盟 33 家，各团体共发布包括联盟标准在内的团体
标准 337 项，团体标准水平进一步提高，其中上升为国
际标准提案的 6 项，上升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29 项；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 7596 项，声明公开总数占广东省
总数的一半。
Shenzhen has developed a total of up to 4768

深圳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大会现场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andards, including 1384

目前，深圳正在开展“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示范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Up to now, Shenzhen has

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示范工作方案》（下简称

established totally 33 industry standard alliances; the

《创建方案》）已出台，标准工作将再上新台阶。

groups issued 337 group standards totally. Including
alliance standards; group standard level was further

制度助推标准国际化进程

improved; 6 standards issued became international

2015 年，深圳市政府以 1 号文发布打造深圳标准、

standard proposals; 29 standards became national

构建质量发展新优势的指导意见及行动计划，将深圳标

standard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7596 corporate

准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随后

standard self-declarations were disclosed, accounting

出台的深圳标准系列制度，更是环环相扣，建立了团体标

for one half of total disclosed declarations in Guangdong

准管理制度、深圳标准自我声明和公开制度、深圳标准

Province.

先进性评价制度、
深圳标准认证制度、
深圳标准标识制度，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深圳市打造深圳标准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标准工作领域在不断拓展，企事业单位主力军
作用进一步凸显，深圳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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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强深圳标准建设事中事后监督等。
在此基础上，深圳市制定了《创建方案》，全面部署
未来 3 年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示范创建工作，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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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了系统性和方向性指导。
《创建方案》共分 4 个部分，涵盖了指导思想、发展
目标、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等内容，从标准国际化程度、

才逐渐改变。目前，光启掌握全球超材料领域 85% 以上
的专利，打破了欧美对前沿技术和标准的垄断，实现了
技术、专利和标准的同步领先。

标准创新体系、城市管理标准、社会管理标准、标准工

目前，华为、中兴产品已 进 入 140 多个国家和地

作机制 5 个方面提出了 15 项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示

区；中集登机桥、集装箱产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迈瑞

范创建目标，并从推进标准国际化进程、强化标准创新

监护仪产品产值居全球第三；研祥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

与实施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43 项主要任务。

三；德昌电机、泰丰电机等企业的微电机产量约占全球

通过 3 年示范创建工作，到 2018 年 12 月底，深圳

10%；海普瑞所生产的肝素钠原料药，客户囊括世界知

标准的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标准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进

名的跨国医药企业……深圳企业的品牌纷纷进军全球市

一步深化，国际标准机构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深圳标准

场，与欧美大牌“掰手腕”的背后，均有标准在支撑，占

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形成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和产

领战略制高点。
据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标准处最新统计，

业发展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深圳标准的引领作用充分显

深圳市主导或参与研制国际国内标准累计已达 4768 项，

现，“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发展局面初步

其中国际标准累计 1384 项。

形成；有深圳特色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城市管理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居于世界
前列；深圳标准的改革创新取得突破，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进一步优化。

强化标准创新和实施
标准创新体系必须加快构建。《创建方案》中指出，
要发挥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联动、多领域合作的综合创
新生态体系优势，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时建成为标

促进标准成果化和产业化
质量是根本，标准是高度。没有质量，发展就失去了
意义；游离于标准，
注定只能在低端徘徊。
在全球化的今天，
谁掌握了标准，谁就赢得了市场主导权。打造深圳标准，
企业充当主力军。

准创新高地。
发挥各类创新载体对标准创新的支撑作用，
鼓励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大力开展标准建设。
发挥基础研究计划、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对标准创新
的带动作用，加快研制一批重大、关键性的技术标准。

《创建方案》指出：要加大标准成果化和成果产业

发挥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与保护作用，加快建设

化工作力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标准试点，鼓励技

知识产权服务基础平台，
构建知识产权工作标准化体系，

术研发与标准创新同步发展，在基础性、前瞻性、战略

打造支撑创新的知识产权生态圈。

性科技领域建立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发挥标

另外，还要建设梯次型现代产业标准体系，强化互

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一批产学研

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

资联盟，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编制研发与标准同步评

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创新驱动作用，引领

价指标体系，在重点行业引导和培育 30 家以上骨干企业

行业发展技术路线，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

建立研发与标准同步机制，推动标准、科研和产业一体

提升先进制造业及优势传统产业标准水平，推动产业加

化发展。

快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打造一批世界级名牌产品。

在推进重点领域深圳标准创新基地建设方面，将依

推进现代服务业标准与国际接轨，以标准促进管理

托重点骨干企业，发挥产业规模优势，探索在电动汽车、

和服务创新，实现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提前布局未

无人驾驶飞机、生物等领域建立深圳标准创新基地。

来产业标准，
引领产业高端发展，
推动生命健康、
海洋经济、

加大对创新基地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汇聚企业、高
校等多方资源，打造开放的标准创新交流与合作平台，

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
做大做强。

共同构建开放型标准生态圈，实现核心技术、重大产品、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还出台了《深圳市打造深

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重点骨干

圳标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打造深圳标准专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项资金资助操作规程》，标准专项资金额度从每年 3000

事实上，每一个产业取得突破走向国际，都跟标准

万大幅提高到 7000 万元，累计为企业提供 2 亿多元资

紧密相连。例如：过去在超材料领域，一直是欧美大国的

助，引导社会投入资金 20 多亿元，有效发挥标准资助的

竞逐游戏，直到深圳光启理工研究院诞生后，这一格局

引导和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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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1：认证让先进深圳标准落到实处
如何判断深圳产品是否高标准高质量？深圳市民可
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看看产品是否贴有深圳标准标
识。要获得这个标识，必须经过先进性评价和认证。
为了推动深圳标准的落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城市也面临着如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近些年，城市可
持续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6 年 6 月，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复深圳市在全国
首个开展“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示范创建工作，研
究建立深圳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深圳市团体标准管理暂行办

作。

法》、《深圳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深

紧贴深圳市发展实际开展研究

圳标准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等系列创新制度，着力推进

深圳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是基于深圳
“大标准”

深圳标准认证，使深圳标准标识成为标准、质量、品牌、

的范畴，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信誉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利用第三方机构评价和

展理念，通过分析国际、国内以及深圳市有关法律、法

认证的方式来验证深圳标准的先进性和有效性，有效提

规及政策，并充分考虑深圳人口、资源、技术、经济等因素，

升民生领域质量水平，引导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从而确定的一套适合深圳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

2016 年，深圳市完成了家具、安卓智能手机、婴幼

架及评价方法。

儿服装、
文胸四类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的制定。
“深圳标准”

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

认证规则的制定立足“深圳标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指标及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已基本编制完成，初

的定位，充分考虑体现“深圳标准”的先进性、创新性、

步建立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引领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以认证的手段确保先进的“深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深圳市的发

圳标准”能够落地。华为相关负责人认为，深圳标准认

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与国内外城市比较，发

证是深圳市推行的一项标准创新制度，将有助于企业品

现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习借鉴发展经验，全面满

牌的不断提升。

足深圳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需求；二是有利于量化了

2017 年，深圳市继续推进深圳标准认证工作。在组织

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及时发现与国内外城市的差

开展深圳标准产品认证方面，已发布第二、三批深圳标准

距，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持；三是有利于监

产品目录
（包括机械手表、
入耳式有线耳机、
家用弹簧软床垫、

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绩效，并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家用反渗透净水器、木制双层床、纯棉柔巾）、先进性评价

趋势作出预测，为制定规划、政策提供依据。

细则及认证实施规则，目前正在受理认证申请。

体系涵盖社会经济全方面

在推行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方面，组织研究领跑者

深圳长期以来被看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符号，

目录产品的先进技术指标，指导相关企业提升企业产品

它在各领域的实践与经验具有极强的先行意义以及示范

标准水平，目前深圳市 29 家企业登上全国企业标准示范

带头作用。该标准以人为核心，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

榜、排行榜，涉及配套床上用品、LED 视觉作业灯、LED

角度出发，围绕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火灾与

路灯、家用空气净化器等领域。

应急响应、治理、健康、休闲与文化、安全、住房、固体

其中，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企业产品
标准 Q/FAN19-2014《物理防螨床上用品》登上首批全

废物、通讯、交通、城市规划、废水、供水 17 个方面提
出了近 100 项指标。

国企业标准示范榜（不含学生床上用品）第一名；深圳市

例如：指标体系包括每十万人企业数、万人发明专

联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标准 Q/LCB203-2014《台

利拥有量、万人参与制修订标准数、研发经费支出占

灯》登上全国 LED 视觉作业台灯企业标准排行榜第一名。

GDP 的比重、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先进制造业占比、

据统计，目前全国企业标准示范榜、排行榜上榜企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平

业 333 家，广东省上榜企业 41 家，深圳占全国的 9%，

均受教育年限、万元 GDP 能耗水耗、每万人拥有医院病

占广东省 71%，处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床数等指标，标准详尽实用，针对性强。

亮点 2：以标准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亮点 3：用标准规范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

自 1972 年“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提出以来，人们

一顿能令父母儿女健康的饭菜，是每个人最平凡的

对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视与日俱增。当前，高

幸福来源。为规范深圳市餐饮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提升

速城市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餐饮业的风险防控能力，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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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餐饮业食品安全管

大数据云计算分析，以“一个体系、两个办法、两个规范”

理规范》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为依据。
两个规范，
指的是
《消费质量调查评价 商品》
和
《消

餐饮业由于具有现制现售的加工特点，品种及加

费质量调查评价服务》两个标准。

工工艺多样、食品原料来源复杂，致使食品加工经营过

监管模式创新需要标准规范复制推广。调查评价体系

程风险点复杂多样，另外由于中小型餐饮单位占总数的

将其主体内容上升为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后，通过标准

80% 以上、从业人员整体的知识及接受知识的程度较低，

化的特点，使其完全适用于不同行业的需要，各种类别的

而现有国际上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ISO

应用方，包括机构、行业、企业、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仅仅

22000、五常法等）由于实施难度大、成本高且普遍存在

通过调整和扩充体系的三级指标内容，就可以直接应用。

与餐饮业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脱节等问题，使绝大多
数的餐饮业均难以适用。该标准填补了国内餐饮业食品
安全管理标准的空白，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
“放心餐桌”
。

亮点 5：通过标准 保障电梯安全
电梯安全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深圳共

该标准规定了深圳市餐饮单位建立和实施先进管理

有电梯约十四万台，深圳投入使用超过 15 年的老旧电梯

体系的要求，以便餐饮单位具备控制食品危害能力，确

有 1 万多台，如何确保电梯安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

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是安全的。适用于餐饮单位，包

管委通过制定一系列标准，加强检测，大力推进老旧电

括餐馆、食堂、糕点店、饮品店、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

梯改造。

央厨房、微小餐饮等各类餐饮服务单位。
标准亮点是：标准与法规结合（即是将先进管理体
系的要点结合法律法规等国内监管需求制定）；方便实

目前，已经实施的《电梯安全评估规程》和《深圳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让深圳对电梯安全的规
范管理正在逐渐升级。

用（即是要方便一般餐饮业人员理解与实施）；采用风险

使用 15 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应安全评估，否则要面临

管理（即是要针对餐饮业加工过程、高风险的品种和餐

重罚。《电梯安全评估规程》早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开

饮业不同类型等实际情况评估确定提示不同等级的风险

始正式实施。该标准采用风险评价的方法，对电梯的安

点，体现餐饮业过程管理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 HACCP

全性、可靠性和节能环保状况进行综合性分析和判断，

理念）。

适用于曳引式电梯、液压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该标准详尽、操作性强。如在过程控制方面，标准

标准规定以下三种情形要进行电梯评估：自首次办

规定了餐饮单位在加工经营过程中的操作要求，包括采

理使用登记之日起满 15 年的或者安全评估后继续使用

购验收、储存、粗加工、烹调加工、专间操作、糕点、饮

满 5 年的；发生一般等级以上事故的；使用单位认为有

品、烧卤熟肉、食品添加剂管理、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

必要的。安全评估机构应当具备一定条件，并应经深圳

餐饮配送、备餐及供餐，食品留样和餐厨垃圾管理。又

市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认定。

如在风险管理方面，详尽规定了餐饮单位如何进行危害
分析及风险防控等主要方法和要求。

而 2014 年 11 月 1 日正式出台实施的《深圳市电梯
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将上述要求更加细化及具体化，
并明确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由市级平台、企业平台和前

亮点 4：调查评价体系倒逼供给侧改革

端系统三大主要部分组成。据悉，标准实施后，公众聚

在深圳，一群身穿蓝马甲有“CSQ”标志的调查评价

集场所电梯实现了“监测”系统与“运行”系统一致，如

体系调查组的专业调查人员，率先开展美容与美发服务

同给电梯安装了“黑匣子”，以确保实时准确反映电梯运

行业、在线家政服务、手机、平板电脑、运动手环等消费

行状况。

重点热点领域的调查评价工作。

目前，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在制定《电梯质量标准》

2017 年，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创新监管模式，

和《电梯服务标准》。《电梯质量标准》，把电梯的品质

在全国率先推出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调查

分为五档，达一档标准的电梯是最好的，二档以上的电

评价体系。通过打造全新的消费维权监管模式，从供给

梯可用政府投资的项目，在公共场所使用。该标准可以

侧源头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从消

让消费者在选择电梯型号时有依据，知道更好的电梯是

费端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哪些电梯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更好。《电梯服

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调查评价体系，
主要依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投诉举报

务标准》通过大数据分析，给电梯维保服务分出档次，
让消费者根据标准，选择更好的维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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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国双创周深圳活动暨第三届深圳国际
创客周启幕
■文·环球网

2

017 年 9 月 15-21 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

市科技创新委、
发展改革委、
教育局、
人力资源保障局、

团市委、科协、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承办，深圳市工
业设计行业协会、深圳会展中心协办的“2017 全国双创
周深圳活动暨第三届深圳创客周”（以下简称“创客周”）
在深圳各区火热上线。
From September 15th to September 21st, 2017,
“2017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Week Shenzhen
Events and the 3rd Maker Week Shenzhe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ker Week), hosted by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undertake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of Shenzh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Education Bureau of Shenzhen, Human
Resources Security Bureau, Shenzhen Committee of

带一路国际创客峰会、Slush Up ！深圳创客创业嘉年华、
2017“深圳·遇见未来”超级盛典、“创青春”深圳青年
创业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深圳学生创客节（2017）、
C Future Lab 国际科技艺术展暨主题论坛等，呈现出精彩
纷呈的活动特色。
各区政府结合活动周主题和创新创业特点，举办配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套活动 50 个，包括成果展示、高峰论坛、创客大赛、创

and Technology, district governments of Shenzhen

客工坊、创客马拉松、项目路演等活动，形成市区联动、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New Zone) and co-

协调推进、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organized by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Profession
Association and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were on line vigorously.

最开放 多方联动·全民共享
深圳国际创客周作为最具有深圳本土特色的“双创”
国际化展示平台，从 2015 年首届创客周开始，奉行与各

设计促“双创” 智能迎未来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

行各业深度融合方向，形成社会广泛共识和强烈共鸣。
本届创客周遵循统筹布局、市区联动原则，按照“1+N”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应“互联网 +”时代大融合、

模式安排活动会场。采用政府搭台、多方合作的方式，充

大变革趋势，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创业

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作用，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

创新活力，构建以开放、融合、创新为特点的创新生态链

新创业潜能。

体系。
本 届 创 客 周 以“ 与 深 圳 同 创 造”（MAKE WITH

主会场活动全程向公众开放，体现创客活动的分享、
开放精神。其中，主会场的国际创客成果互动展演汇集来

SHENZHEN）为主题，主会场设在会展中心七、八号展

自全球顶尖的无人机、机器人、AR/VR、基因测序、无人船、

馆，面积 15000 平方米，由深圳市级活动及各区活动两

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应用、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国际创客

大板块组成。其中市级活动 9 个，包括启动仪式、创客成

成果；并设立无人机展演、机器人竞技、AR/VR 互动体验、

果展、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国际创客成果互动展演、一

国际微观装配模块化工厂四个互动区域，吸引大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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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推动创新创业实现真正“全民双创”。

服务平台成果展区、海外创新中心成果展区、深港创新圈
成果展区、众创空间成果展区、四众联动特色项目展区、
Fab Lab Factory 国际微观装配模块工厂成果展区、高等
院校及科研机构创客成果展区、无人机展区、机器人竞
技展区、创客创业成果展区、AR/VR 互动体验等展区，在
延续 2016 年广受好评的无人机、AR/VR 等群众参与感
强的互动体验展区的同时，
新增设海外创新中心成果展区、
众创空间成果展区、四众联动特色项目三大展区。汇集深
圳多家领军企业和团队参展，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以“全智
能”+“大数据”+“大服务”为体系的“互联网 +”科技。

最“双创” 草根创业·全民创新
今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

最科技 科技艺术·未来实验

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

其中 C Future Lab 国际科技艺术展暨主题论坛将“一

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拓展创新创业

场关于科技 × 艺术 × 城市空间的未来实验”。活动汇集

覆盖广度，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科技内涵，进一步增强创

了来自中、美、日等国际科技艺术大咖，吸引了大量科技

新创业发展实效。

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和论坛互动。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

对于“未来实验”，旨在将科技艺术植入 CBD 空间，

济发展新常态下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落实五大发展

实验室汇聚了全球先进的科技和艺术团队，展览部分本

理念的具体行动，同时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

次共展出来自全球多家顶级艺术、科技机构的作品，会场

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旧

设立在深圳日常的办公空间之中，进行更深度的跨界融合

动能转换、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

发展，让科技、艺术不再囿于馆内，走向公共空间，希望

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将科技和艺术从科技馆和艺术馆里释放出来，融入福田

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CBD 区域的商务空间，使每个普通深圳人能在日常工作

深圳国际创客周涵盖多项特色活动，打造大众喜闻

生活的空间里受到科技和艺术的启发。

乐见的创新创业形象，通过创客成果展、互动展演、创业

当天现场参与展出的机构和个人来自国际知名艺术

大赛等多种形式，交流“草根”创业经验，对接创客项目，

团体明和电机、team Lab、TASKO、今日美术馆、UFO

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让创新创业更加贴近生活、贴

媒体实验室、媒体艺术家王杨、青年媒体艺术家刘垚垚。

近群众，真正把创客周办成创新创业者的节日和舞台，推

展出的作品包含人机交互科技音乐、对未来的狂想、新媒

动创新创业的理念和思想到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全

体互动装置等，以科技艺术的实验，不但改变对城市空间

社会形成“创业可以成为生活方式、创新可以成为人生追

的看法，更是改变了其体验形式。

求”的良好发展态势。

最国际 国际交流·海外联动
最前沿 人工智能·工业 4.0

今年 4 月，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政策提出的“双

今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接

创”理念写入决议，呼吁世界各国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

棒互联网的下一个产业发展浪潮，该领域聚焦了全世界

新”，“双创”理念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世界知识产权

的关注。扎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工业 4.0”战略，

组织发布了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 22 位，

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

比 2016 年提升了 3 位，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唯一一个排名在

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

提升、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缩短的国家，中国的创新氛围

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业产业链有机结合，
加快智能化升级，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参与到中国“双创”中来。

是深圳国际创客周一直关注的核心方向。
本次展览集聚最前沿高新技术，在主展览特设创客

本届创客周主展区创客成果展特设海外创新中心展
示，来自中国内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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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1 支创客团队参展，展品
数量 3000 余件。其中，近 40 个国际创客项目经过遴选
进入国际创客互动展演。

最凝聚 两岸集聚·创新裂变
中央层面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一直强调，
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

在福田中芬设计园举办的“Slush Up! 深圳创客创业

分调动起来，把创新热情和创造潜能充分激发出来，把创

嘉年华”是中芬两国尤其是深圳和芬兰再度合作的重磅

新和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活动。近年来，深圳与赫尔辛基以设计为桥梁，携手书写

新形势下，为广大青年搭建创新创业新的平台，为台湾青

未来合作新篇章。

年提供创业创新交流活动是凝聚民族力量，加速两岸树
立国家团结意识的必要行动。
2015 年，国台办出台有关规定 , 指导各地从创业启
动资金、融资、办公场所使用等方面支持台湾青年在大
陆实现梦想。在本届创客周期间，全国首个由中央台办和
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中芬设计园于
9 月 15 日下午举办“两岸集聚·创新裂变”海峡两岸创客
创业路演大会，集聚海峡两岸创新资源，促进深台青年创
客的交流与合作，成为进一步加速融合两地创新创业生
态链体系。
另外，今年创客周设置了多项针对年轻人的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 8 名国内外知名创客及创业代表，通

积极鼓励年轻人参与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中来。其中，

过高端对话、主题演讲、产品展示互动等形式，分享国内

2017“青年之声 青春创客”系列活动总决赛，从全国范

外 VR&AR 及人工智能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及最新动态，

围选拔出二十组青年优秀创客项目进行角逐。“创青春”

深入探讨国内外创客圈与智能行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深圳青年创业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开展深圳青年创

智能创客在未来智能行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两座城

业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深圳学生创客节（2017），开展以

市的进一步友好往来与交流，也是中芬两国友谊的见证。

中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创客大挑战和创客体验工作坊活动。

深圳携手布里斯班共同孵化文创企业
■文·深圳新闻网

2

017 年 9 月 18 日，布里斯班（深圳）国际创意孵化中

Exchange and Matching Meeting was held in Shenzhen

心揭牌仪式暨深圳-布里斯班经贸文化交流对接会，

Software Industry Base UTCP Creative Center.

在深圳软件产业基地 UTCP 创意中心举行。近 40 位澳洲

Nearly 40 representatives of enterprises in Austrian

文创、经贸投资行业的企业代表与 120 多位深圳企业、

Creative and trade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over

社会组织机构、协会和专业院校代表出席会议，进行对

120 representatives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social

接洽谈。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ttended the meeting to conduct matching negotiations.
th

On September 18 , 2017, Brisbane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reative Incubation Center inauguration

布里斯班市政府、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体旅

ceremony and Shenzhen-Brisbane Trade and Cultural

游局、南山区人民政府和南山区文产办相关负责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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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布里斯班市长格莱姆·库尔克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曾湃，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钱强，
深圳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伟志，南山区副区长练聪等
共同为孵化中心揭牌。

项目由两地孵化中心共同组成
深圳 - 布里斯班国际创意孵化中心是国际双向创意
孵化交流项目，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政府、布里斯班
推广局、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外事办、南山区人民
政府、南山区文产办指导下，由深圳大学城创意园运营，
旨在加强两市在文化创意和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
进产业经济提升和国际文化交流。

合作前景广阔 南山区将支持项目建设
为增加中澳企业之间的互相交流，进一步拓展两国企
业商务合作的空间，揭牌仪式后举行了深圳 - 布里斯班

项目由两地孵化中心共同组成：深圳市在布里斯班建

经贸文化交流对接会。布里斯班市长格莱姆·库尔克和

立“深圳（布里斯班）国际创意孵化中心”，布里斯班市

布里斯班推广局 CEO 布雷特·弗雷泽介绍了布里斯班鼓

在深圳建立“布里斯班（深圳）国际创意孵化中心”。

励外商投资和创新创业的环境及举措，希望更多中国优

项目定位为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强化两地国际友好

秀企业到澳洲投资。

城市关系的桥梁纽带；践行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助

深圳与布里斯班合作前景广阔，已由传统的贸易类型

力深圳企业开括澳洲市场的桥头堡；强化两地文化创意

扩展至创意生产型和研发服务型，在文化创意领域和高

产业资源要素对接合作，助力创新创业、企业做大做强的

科技领域及服务领域有很大合作潜力，弗雷泽表示。

孵化器；深圳企业学习、适应国际贸易、海外投资等国际

对接会现场，作为深圳 - 布里斯班国际创意孵化中

商业规则的试验场；宣传推广深圳和布里斯班城市形象

心首批入驻企业（项目），UTCP 深圳大学城创意园和

的国际展示交流窗口。

ACIC 中澳创新中心签订了双向孵化交流合作协议，澳大
利亚无人机竞速联盟和中翼体育竞技（深圳）有限公司签

两市文创企业孵化交流将步入正轨
深圳与布里斯班为国际友好城市，两地文化、经贸等
交流合作密切。2016 年 9 月，布里斯班市推广局一行到

订共同举办“中澳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和“中澳青少年无
人机教育发展基金”的协议。
澳大利亚是全球最早倡导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之一，

访深圳大学城创意园，提出为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及经

布里斯班则是澳洲创意产业最集中的区域，南山区将为

贸交流，合作共建国际创意孵化中心；2017 年 5 月 19 日，

项目建设和两市企业孵化交流提供大力支持，南山区副

深圳代表团到访布里斯班，在格莱姆·库尔克市长和南

区长练聪在对接会上介绍了南山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山区副区长练聪共同见证下，由布里斯班市推广局与深

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圳市文体旅游局共同签署了项目备忘录；2017 年 8 月 30
日，深圳（布里斯班）国际创意孵化中心在布里斯班 The
Capital 创意中心正式开园。
2017 年 9 月 18 日，布里斯班（深圳）国际创意孵化
中心在深圳揭牌，标志着项目正式落地实施，两市文化创
意企业孵化交流即将步入正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
长钱强在揭牌仪式上致欢迎辞。他表示，在布里斯班推
广局、深圳大学城创意园的联合运营下，项目将在国际创
意交流、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极大地促进两市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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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前总统弗雷：
“深圳方案”助力智利迈向高科技之国
■文·孙锦

“智 利期 待 更多 来自深 圳高 科 技 企 业的 解 决方
案，”2017 年 9 月 1 日，前来深圳参加第三届“智利周”
的智利前总统亚太事务特使弗雷接受了专访。从他的讲
述中可以看到一个以开放自由经济和以高新科技为发展
愿景的智利正以全新的形象致力于成为中国在拉丁美洲
乃至覆盖全世界的投资服务平台，并期待更多深企将前
沿技术带到智利，助力智利成为一个高科技国家。
“Chil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solutions from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 former President of
Chile and Special Envoy of Asia-Pacific Affairs Frei that

洋，”弗雷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智利开启新

came to Shenzh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3 “Chile Week”

的合作空间与机遇。智利希望能在一条跨越太平洋的“新

rd

st

accep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on September 1 , 2017.

航路”上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这条“新航路”不仅指传统

It can be seen from his interview that Chile regarding

的海洋、
陆地和空中的道路，
也将包括数字联通、
电子商务、

open and free economy and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货币兑换金融机制等 ( 虚拟道路 )，比如智利现在就已经

as the development vision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有了比索直接兑换人民币的机制。

investment service platform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在弗雷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和智利多年来一直秉

and even around the world and expecting more

持的贸易开放政策非常契合：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水平，

Shenzhen enterprises to br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将各个国家都纳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这十分符合智利

to Shenzhen and helping Chile to become a high-tech

的发展战略。

country.

此次在深圳举办的“智利周”聚焦全球服务业与信

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智利是地理上距离中国最遥远

息技术，弗雷的目标非常明确：智利与中国之间不仅要扩

的国家之一，但这个“天涯之国”却是和中国最亲密的国

大原材料、农产品等贸易，更要拓展新经济领域，例如

家之一，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如今，中

可持续能源，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地区的太阳能资

国是智利的世界第一大贸易伙伴。

源丰富，使用太阳能发电在无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依然

以信息与新能源技术造福智利民众

先进技术，将为双方带来更多绿色发展机遇。

相当有竞争力，如果能让当地获得制作太阳能采光板的
“我来中国 16 次，访问过很多城市，认识很多中国
朋友，而每一次来深圳都有一种崭新的感受，”弗雷坦言，

在拉美打造服务中国企业的投资平台

“智利周”已经在中国连续举办了两届，此次第三届“智

“智利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我们渴望成为亚太地

利周”选择在深圳举办就是希望促成智利与深圳之间诞

区和拉丁美洲的交汇点，”作为智利亚太事务特使，弗雷

生更多独具“未来感”的高科技项目。智利正在致力于建

认为，智利对于广大有“走出去”意向的深企来说是有吸

设一个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创新型国家，这与深圳建设全

引力的。智利目前已经成为拉美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球创新之都的目标非常相似。

这主要因为其经济的开放程度高、增长速度快，使智利

深圳，对于智利民众来说并不陌生，深圳众多创新
经济企业例如华为、比亚迪已经在智利成功拓展市场，
以信息技术与新能源交通造福智利当地民众。

在全球自由市场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目前，98% 的中国产品也在智利享受零关税待遇。
此外，智利正在能发挥其与美国同时区的优势，打造中
国在拉丁美洲乃至覆盖全世界的投资服务平台，为中国

开启跨越太平洋的“新航路”
“太平洋不是阻隔我们的障碍，而是连接我们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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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海外客户提供及时高效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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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
意见》解读
■文·中国政府网

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和效

近

险和挑战。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

益显著提升，为带动相关产品、技术、服务“走出

建设为统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促

去”，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与相关国家互利合作，

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

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

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企业开展

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境外投资既存在较好的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意见》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①重点推进有
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

In recent years, the pac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f

设施境外投资；②稳步开展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

Chinese enterpris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③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

and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④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

improved,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础上稳妥参与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⑤着力扩大农

leading related products,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o

业对外合作；⑥有序推进服务领域境外投资。

“go out”, promoting domesti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意见》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①赴与我国未

and upgrading,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建交、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

countries,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②房地产、

and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③在境外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is

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④使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开展

for overseas enterprises of China to carry out overseas

境外投资；⑤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

investment, meanwhile there are many risks and

境外投资。

challenges.

《意见》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①涉及未经国
家批准的军事工业核心技术和产品输出的境外投资；②

为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运用我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境外投资；③赌

境外投资方向，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博业、色情业等境外投资；④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

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

约规定禁止的境外投资；⑤其他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

要，2017 年 8 月 4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益和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

外交部经国务院同意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

《意见》要求，要实施分类指导，完善管理机制，提

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

高服务水平，强化安全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合理把

署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

握境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向，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调，落实工作责任，抓紧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扎实推

《意见》指出，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进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既存在较好机遇，也面临诸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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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解读
■文·光明日报

2

017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
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了 22

项具体举措，其中，诸多利好受到外资关注。在 8 月 25
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门负责
人对这一文件进行了解读。
On August 8 th, 2017,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Notice on Several Measures for Promoting Growth
of Foreign Invest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otice) and put forward 22 specific measures; a number
of boon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并不认同。他举例说，上

At the routine brief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policies held

海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分别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n August 25 ,

年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欧盟成员国在华的投资企业营

principals of department concerned interpreted this

业收入、利润水平都在增长，而且达到了最近几年的最高

document.

水平。

th

对于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的限制，《通知》作了明确

制定外资增长政策的国内外背景

的规定和要求。其中，特别明确了 12 个外商非常关心的

从全球范围看，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

领域。比如，在制造业中，要放宽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行

很多，一些逆全球化思潮也在涌起，全球吸引外资都处于

业的外资准入。目前，我国对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行业要

一个下降的趋势，全球外资流动在减少，相关国家也在采

求外资的股比不能超过 50%，下一步将放宽准入、减少

取一切措施，加强吸引外资，所以引资的竞争在加剧。

这一限制。

从国内看，国内经济进入到稳定增长、结构优化的新

王受文介绍，在一些服务业领域，包括船舶设计、支

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利用外资优势转变成主要依靠市

线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等，外资股比的限制将会

场规模，我国的基础设施依靠人力资源、产业配套和营商

放宽；在银行、证券、保险业，既有外资股比的限制，也

环境。在这样一个转型的阶段过程中，我国吸引外资的规

有一些高管要求、业务领域范围的限制，下一步也要放宽。

模保持稳定，结构持续优化。

王受文表示，这 12 个领域是先在自贸试验区开放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商务部会同国务院相关

是在部分领域开放，相关部门会提出具体开放的时间表

部门，听取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外国投资者的意见，

和路线图，使这些政策能够真正落地，使外资更加便利地

将这些意见整理上报给国务院，形成《国务院关于促进

进入到中国市场。

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人才签证细则将惠及 5 万外国人才
12 个领域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
有分析认为，尽管中国不断地在放宽对外资的准入
限制，但是外资真正想进入高利润行业依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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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半年，外国人才签证实施细则即将制定出
台。据悉，目前，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国家外国专家
局正在会同外交部、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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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85.4%、9.8% 和
6.3%。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703.1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16.8%。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3.6%、8.9% 和
47.3%。
此次文件规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 15% 税
率的优惠政策，
将由现在 31个示范城市扩大到全国范围。
国家外专局局长张建国指出，人才签证实施细则相关

这意味着，中国高端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将继续增强。

制度实施后，从中受益的外国人才将超过 5 万人，这缘于
扩大了人才签证的发放范围。在新的规定中，人才签证适
用对象将扩大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国家级开发区将获得更大权限
在改革开放中，国家级开发区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和急需紧缺人才，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科

比如，商务部主管的 219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6

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

年对全国 GDP 的贡献占到 10%，对税收贡献 10%，对进

才等。

出口贡献 20%，吸引外资占到全国的 20%。

此外，人才签证有效期限将得到大幅度放宽。目前，

然而，近年来，国家级开发区吸引外资也遇到了一些

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主要是持工作签证，大部分工作签

挑战。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说，2016 年吸引外资

证的有效期限是一年或者两年。人才签证实施细则将为

下降了 9%。对于这个情况，《通知》专门针对国家级开

符合外国人才主管部门认定标准的外国人才签发 5 至 10

发区吸引外资提供了一些支持措施。

年多次往返签证。同时，对持人才签证外国人的配偶、未
成年子女，可签发相同期限的签证，张建国表示。

无论是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是海关
特殊监管区，都要增加它的投资管理权限，商务部副部长
王受文介绍。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和相关部门一起开

高端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

展了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试点，已经在 33 个国家级开

《通知》中，有 3 项税收支持政策颇受外企关注。这

发区取得了一些经验，使开发区的体制更加具有弹性，更

3 项税收政策，实际上并不区分内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条

加具有活力。这些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下一步将在更

件都可以享受，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

大的范围内、更多的国家级开发区里进行推广。

按照各国税法惯例，境外投资者获得的企业分配利

王受文指出，文件中规定，要允许有条件的国家级开

润要缴纳预提所得税。中国税法规定，企业分配的利润要

发区扩区，到相邻地方整合其他开发区，设立一些飞地园

征收 10% 的预提所得税。以往，即使企业把这部分利润

区，增加土地可获得性，使得外资的项目能够落地。

留在中国境内继续投资，同样要扣缴预提所得税。按照文
件规定，下一步如果分配的利润留在中国境内继续投资，
符合一定条件的可暂免征收预提所得税。
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2017
年 1-7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7703 家，同比增
长 1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854.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1.2%。此外，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小幅下降的同时，
高技术服务业和服务业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7 月，高技术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 373.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其中，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43

前瞻产业聚焦 | Prospective Industry Focus

2017 年全球 LED 行业发展展望与挑战
■文·OFweek

2

016 年，全球 LED 市场产值达 148 亿美元，年成长

全球 LED 产业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3.4%。LED 行业从“寒冬”
中苏醒过来，
大有复苏之势。

全球 ＬＥＤ 芯片前景看好

首先，从上市公司 2016 年的业绩来看，超过七成的企业

2016 年之前，LED 芯片厂商纷纷扩大业务，造成产

在业绩和利润上取得双增长；另外，2016 年年初至年底

能过剩明显，价格持续快速下滑，使得 LED 行业发生剧变。

一直维持的涨价潮在 LED 行业闹得沸沸扬扬。从一系列

不过，2016 年以来，随着需求稳定增长，LED 行业供需

行业数据来看，2016 年的 LED 行业不再是“哀鸿遍野”，

关系逐步改善，2016 年更是出现产品密集涨价事件。

产业的曙光重现。

LED 产业经过深度洗牌后，供给侧改革比较充分。
据测算，到 2017 年年底，LED 芯片有效产能约 8328 万

In 2016, output value of global LED market was

片，需求约 9235 万片。其中，照明芯片需求 4704 万片，

up to $14.8 billion with an annual growth of 3.4%.

同比增长 20％；户外全彩显示屏需求 2602 万片，同比增

LED industry woke up in “severe winter” and showed

长 5％；户内小间距需求 102 万片，同比增长 50％；手机

a great recovery trend. First of all, can be seen from

背光需求 139 万片，平板电脑背光需求 44 万片，电脑及

the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2016, over

电视机背光需求 699 万片，汽车灯具需求 106 万片。（见

70% of enterprises have achieved double growth in

图表 1）

performance and profits; in addition, the price surge in

图表 1：2017 年 LED 芯片各应用领域需求预测

LED industry maintain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16

（单位：万片）

to the end of the year ignited. A series of industry
data show that LED industry in 2016 was no longer

0

1000

whether LED industry can continue the momentum of

电脑及电视 机背光

development in 2016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手机背光

139

the industry.

汽车灯具

106

户内小间距

处境越来越艰难，“倒闭”与“跑路”频现；此外，在产品

平板电脑背 光
其它

4000

5000
4704

户外全彩显 示屏

在行业巨头的规模效应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3000

照明芯片

“devastated”; industry dawn reemerged. In 2017,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 LED 企业 2016 年都过得很滋润。

2000

2602
699

102
44
839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利润空间被压缩，盈利能力逐步下滑的情况下，国际照明
巨头纷纷收缩战线，以求“自保”，全球 LED 产业重心进
一步向中国靠拢。
进入 2017 年，LED 产业能否延续 2016 年的发展势
头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有业内人士表示，2017 年 LED
产业供需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产业发展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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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LED 芯片产能仍低于需求。考虑到
2017 年需求稳定增长，
LED 芯片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中国 ＬＥＤ 封装能力持续加强
据悉，早在 2015 年，中国封装产值份额已达 21%，
位列全球第一。其次为日本的 20%、欧洲的 18%，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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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以 15% 的市占率居于第四。到了 2016 年，中国封装

图表 2：2010-2017 年中国 LED 封装市场产值及预测
（单位：亿元，%）

企业更是提供了全球 70% 的封装产量。
当前，中国 LED 封装产值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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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 LED 封 装 产 值 达 737 亿 元，同比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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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 LED 照明市场规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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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中仅次于 LED 照明的第二大细分领域。早在 2014 年，
全球 LED 显示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96 亿美元。未来几年，
全球 LED 显示屏的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
速将超过 20％，预计到 2020 年，全球 LED 显示屏的市
场规模将达到 300 亿美元，中国将是最重要的制造基地。
LED 显示屏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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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10-2017 年全球 LED 照明市场规模及预测

LED 照明占比为 23％，其次是北美和中国。展望未来，亚

LED 显示屏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已经成为了 LED

2015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亿美元，LED 照明渗透率达到 52％。（见图表 3）

ＬＥＤ 显示屏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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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rendForce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LED 产业五大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产业整合仍将持续
LED 产业未来趋势仍旧是整合为主，一方面通过兼
并重组，做大做强一批企业；另一方面将逐步淘汰一批没

LED 灯具生产正在逐步实现自动化，这是必然趋势。
细分市场受到进一步关注
回顾 2016 年，小间距显示、车用 LED、手机 LED 闪

有竞争力的企业，使得全球 LED 产业更加健康，更具竞

光灯等细分市场受到关注；生物农业光照、光医疗、通讯、

争力。

安全、杀菌消毒等的创新应用将成为替代阶段之后的新

从 LED 产业的上中游企业发展可以明显看到大者恒
大这一趋势。外延芯片企业三安、华灿已明显在领跑；封

增长点和长期成长动力。
进入 2017 年，LED 巨头规模效应将进一步得到体现，

装企业中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小企业生存空间受到

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

限制，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的 LED 企业将转战高毛利的细分市场。大企业借助资本

产业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市场，
通过整合并购，
进一步集聚优势资源，
继续做大做强。

2016 年，不少 LED 企业开始走自动化生产路线，上
规模的 LED 照明企业目前球泡灯、灯管等生产已实现自
动化。

中小企业则需深耕细分市场，做精做专，才能谋得出路。
跨界现象将更加频繁
近两年大牌领军企业不断加强品牌建设，通过跨界

未来，出于对效率、质量以及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考

合作的方式，对于渠道的渗透和占领也在不断深化，这使

虑，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自动化设备进行生产。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的整合势在必行。只有具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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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和产品性能的改善，一路高歌猛进，而其强劲发
展是或将威胁到 LED 的霸主地位。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Ｄ 的挑战
目前 Micro LED 技术的寿命、
对比度、
反应时间、
能耗、
可视角度、分辨率等各种指标均强于 LCD 以及 OLED，
已经被许多厂商认为是下一代显示技术。
业内诸多巨头如苹果、索尼等开始积极布局，并力图
参与到 Micro LED 的发展版图之中，试图将 Micro LED
商业化，不断进行前沿性的探索，以求在下一代显示技术
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成为未来 LED 市场的赢家。
进入 2017 年，LED 产业发展必然是走向高度的品牌

的发展浪潮中占据有利位置。
激光照明的挑战

集中化，市场也会集中在一线品牌厂商手中。同时，LED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早在 2013 年就开始在

行业竞争激烈是不争的事实，很多 LED 企业都处于发展

公开场合屡次表示激光照明优势突出，与 LED 照明相比

瓶颈期，这时候通过跨界突围，或许能够开拓新的利润增

其效率更高，未来，激光照明或将取代 LED 照明。

长点。
ＬＥＤ 涨价预期或将升温
随着 LED 下游应用不断拓展以及市场渗透率逐步提
升，具有高附加值的照明、小间距显示、车用 LED 等新

激光照明的效率是 LED 的上千倍，不仅能增加投射
距离，提高安全性，同时体积更小、结构更紧凑。除了照
明领域之外，激光显示在投影机、数字院线、电视、舞台灯、
大屏拼接、汽车等多个领域，都将有更为广阔的应用。

兴市场将给行业带来增量空间。由于受中游封装厂扩产

中村修二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激光照明的优势并表

减缓以及下游应用需求扩大等因素推动，未来 LED 涨价

示看好激光照明的未来，令激光照明受到了瞩目；但受到

预期或将升温。

价格、技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大批量使用激光照明

随着 2016 年国外 LED 企业调整策略，关停产品线，

仍未能全面实现，但激光照明的优势无疑是突出的。因此

产能过剩得以缓解，中国境内 LED 企业则通过海外并购，

让人有理由相信，激光照明在未来的照明领域定能够进

拓宽覆盖范围与技术实力。在经历行业整合、产能出清后，

行一番新的变革，推动着照明行业发展进步。

LED 行业在供需改善的推动下，涨价势头将延续，行业
格局有望逐步向好。

LED 产业也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
ＯＬＥＤ 的挑战
2016 年，OLED 照明领域的声音，似有消寂之势，但
OLED 具有更容易实现白光、超薄光源和任意形状光源的
优点，同时具有高效、环保、安全等优势，这是无法否认
的事实。
在未来，
OLED照明仍将与LED照明彼此优势互补，
以满足多种领域的混合需求。
目前，OLED 材料的稳定性以及封装密闭性技术还有
待提高，OLED 成本高昂，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突破，
无论是应用于显示还是照明，OLED 短期内都将难以普
及。预计未来 10 年，LCD、LED 仍将是主流技术。随着
OLED 技术的进步，有望逐渐进入主流市场。
从中小显示屏到大尺寸显示屏再到照明，OLED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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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LED 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整

个 2016 年 LED 行业经历了涨价、扩产、并购、环

图表 1：2013-2016 年中国 LED 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情况（单位：亿元，%）

保冲击后，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LED 照明企业

纷纷寻找各自的高毛利细分“蓝海”市场及特殊应用领域，
走差异化路线，避免蓝光 LED 的“红海”竞争。LED 显
示行业走出先抑后扬态势，在经济下行趋势的影响下，上

1000

峰会等活动影响，明显刺激了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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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赛迪顾问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and acqui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2016. LED
lighting companies are one after another looking for

图表 2：2016 年中国 LED 行业市场应用结构（单位：%）

their own high gross margin for sub-division of “Blue
Ocean” market and special application areas, taking the
differentiated routes and avoiding the “LED” red sea
competition. It is shown that LED industry was out of

其它 8%
信息指示灯
4%
景观照明9%

LED路灯32%

fall-rise patter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continued the low
state of 2015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ownturn,

LED背光13%

it was not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2016 that consumer
demand was significantly stimulated by Rio Olympic

LED显示屏

室内照明14%

20%

Games, European Cup and other large sports events,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G20 Hangzhou summit held in China, etc.
与此同时，我国 LED 的核心技术也在不断取得突破。

2016 年，中国 LED 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907 亿元，同比增

随着我国 LED 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技术创新

长 33%。在背光领域已经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之外，其他

的强力推动，我国 LED 产业关键技术与国际水平差距进

的 LED 全彩显示屏、中大尺寸 LED 背光、LED 景观照明、

一步缩小，已经成为全球 LED 最大的生产、出口和应用

LED 道路照明、LED 汽车车灯等新兴应用市场蓬勃发展，

大国。

成为 LED 市场稳定较快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增长最
快的是 LED 照明。

2016 年市场延续增长 芯片价格首度上涨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近年来，LED 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稳步提升。

具体市场不尽相同 照明引领市场发展
在 2016 年，各应用市场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情况。
LCD 背光目前基本已经饱和，市场增长率不高，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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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还比较大，在 2016 年占据市场 13% 规模；显示屏

产业区域布局已定 各省市均发展较快

领域在小间距屏幕发展如火如荼情况下，目前已经占据

纵观国内 LED 产业区域布局，目前中国 LED 产业形

整个市场的 20%；在照明领域，LED 路灯、室内照明、景

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闽赣地区和

观照明是增长较快的部门，属于整个应用市场最有潜力的

中西部地区五大区域，85％以上的 LED 企业分布在这五

部分，目前已经占据市场的 32%、14% 和 9%，可以说目

个区域。中国在全球 LED 产业格局中的分量愈来愈重。

前 LED 已经进入照明的时代。

LED 产业发展至今，
早已在中国多个省市内逐渐呈现出
“力

企业并购分拆活跃 市场竞争格局变化

争上游”、“落地开花”的态势。

从图表 3 可以看出，我国 LED 行业集中度较高，在

山东省 LED 市场产品需求约占到全国总需求量的

营收排名前十的企业中，营业收入大于 50 亿元的有 4 家，

8%-10%，是全国第二大市场。据悉，山东省在商用 LED

30-40 亿元区间的有 3 家，低于 30 亿元的有 3 家。

照明领域最早攻克技术难题，并诞生了全球首条完全采

从 2015 年起，LED 行业重点企业陆续宣布出售或分
拆 LED 照明业务，使得行业格局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在

用 LED 照明的道路潍坊市北海路。2017 年，山东省将在
主要照明能耗领域加大 LED 高效照明产品的推广。
2016 年，深圳 LED 产业走上大洗牌的道路，主动把

2016 年变得更加明显。
2016 年，LED 行业并购重组不断，除了 LED 产业链

“制造”变成“智造”，用创新的手段提质增效，生产高

上下游的整合并购之外，还不断将触角伸向了教育、传媒、

端、智能产品。在一系列创新提质的大动作下，2016 年，

互联网等其他领域，其中不乏重大收购案例。其中的典型

深圳 LED 产业产值突破 1700 亿元，稳居全国首位，出现

案例如下表所示：

了回暖迹象。
图表 3：2016 年中国 LED 行业前 10 名企业营业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亿元）
71.0
69.6
62.7
55.2
50.2
43.9
40.5
33.7
25.0
23.8
资料来源：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4：2016 年中国 LED 行业并购重组案例分析
企业

金额

勤上光电

29 亿元

华灿光电

16.5 亿元

木林森

案例
2016 年 12 月 16 日，勤上光电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勤上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拟
以现金形式收购爱迪教育集团。
2016 年 10 月 14 日，华灿光电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发行 2.37 亿股股份，作价 16.5 亿元
收购 NSL、和谐芯光所持有的和谐光电 100% 股权。

2016 年 7 月 26 日，以战略投资者 IDG 资本为首，木林森及义乌国有资本运营中心等有
4.39 亿美元 限合伙人组成的中国财团以超过 4 亿欧元（约合 4.39 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赢得了朗德
万斯（LEDVANCE、欧司朗光源业务）的竞标。

东山精密

6.1 亿美元

2016 年 4 月 20 日，东山精密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境外子公司以现金方式合并美国纳
斯达克上市公司MFLX 公司。
根据《合并协议》
，
MFLX 公司的每股合并对价为 23.95 美元，
交易总价预计 6.1 亿美元。

远方光电

10.2 亿元

2016 年 2 月 1日，远方光电公布重组预案，计划以 10.2 亿元收购维尔科技 100% 股权。

青岛海尔

54 亿美元

2016 年 1 月 15 日，青岛海尔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宣布与通用电气签署了《股权与
资产购买协议》。方案显示，海尔将花费 54 亿美元，以获得 GE 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家
电业务资产。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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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晶能光电是全球第三家、国内唯一一家具有原
创知识产权的 LED 企业。借助这一技术优势，南昌市喊
出了打造南昌光谷的口号，以 LED 为牵引，形成电子信息
产业在南昌的集聚。在 LED 产业方面，南昌市已形成核
心材料、核心装备、上游芯片、中游封装和下游应用产品
等完整产业链，到 2020 年，南昌 LED 产业规模将达到
500 亿元。

2017 年新产品层出不穷 行业逐步走向规范
行业军备竞赛再起 将加速淘汰二线厂商
展望 2017 年，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下，中国上游的

厂纷纷大举投入研发资源。虽然 Micro LED 技术距离取

LED芯片厂商，
甚至是蓝宝石基板业者也都跟进扩充产能。

代现有的 TFT LCD 以及 OLED 显示器仍相当遥远。但是

LED 市场的竞争压力仍未解除，中国一线 LED 厂商崛起，

部分品牌大厂已经计划推出市场定位不同于 LCD 或者是

将会压缩其他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甚至二线 LED 厂商

OLED 面板的显示应用。

也将会面临加速淘汰的压力。

行业趋向规范化 行业逐步走向品牌市场

中国 LED 厂商之间形成几股势力互相厮杀。再加

LED 行业在 2016 年首次出现涨价的情况，但是即使

上欧司朗的马来西亚厂也即将完工，庞大的产能将会于

没有这次原材料引起的涨价潮，价格也不会无底线持续

2017 年陆续地释放出来，
将有可能再重启一波削价竞争。

下降。价格战对品牌企业影响相对较小。一家知名品牌的

原本渐趋平衡的供需缺口将再次被破坏，届时不具竞争

企业，拥有一定的客户群体、品牌信誉、品质保证，价格

力的厂商将会逐渐退出市场。

带来的市场变动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消费者在对品牌有

小间距屏仍是焦点 ＵＶＣ ＬＥＤ 应用逐渐展开

了较为成熟的认知之后，由被动变为主动，逐渐形成了自

由于 LED 的价格降价迅速，加上消费者对于高清画

己的使用理念，也会有自己固定的品牌爱好。这样一来，

质有强烈的需求，带动了许多传统 LED 显示屏厂商加速

无论价格战再如何变动，都不会流失品牌企业的“忠实粉

导入画面更为清晰的小间距 LED 显示屏。面对庞大的产

丝”。

能竞争压力，LED 业者唯有移动到更小尺寸，精密度更高
的规格来避开价格竞争。

通过多年的沉淀、行业的变迁，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品
牌产品，不仅是因为品牌代表着品质，能减少售后问题的

除此之外，UVC LED 的应用市场将随效率提升而逐

出现，更是因为品牌具备的资质、能力和服务态度能够从

渐展开，
深紫外光谱的 UVC LED 拥有杀菌与净化的功能，

头到尾地为用户解决售后问题。2017 年 LED 行业正在规

因此无论是家电，水处理，或者半导体设备等各种应用场

范化、品牌化的成长阶段，逐步走向品牌市场是当今发展

域都有强烈的需求存在。越来越多的 LED 厂商开始重视

的必然趋势。

UVC LED，并且持续投入研发资源，希望取得重大的技
术突破，将有助于加速 UVC LED 的市场发展速度。
红外 ＬＥＤ 更趋多元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Ｄ 可望量产
红外光 LED 是个技术相对成熟，且成本低廉的产品。
随着物联网、辨识与感测的需求崛起，应用渐趋多元。在
2017 年，红外光激光也逐渐受到市场重视，包括手持式
装置与车联网，也开始导入红外光激光。红外光的应用能
够迅速成长的关键还是在于终端系统业者的采用意愿，
以及如何应用红外光组件创造出全新的附加价值。
Micro LED 是个有机会取代 OLED 面板的次世代显
示技术，具有庞大想象空间。也因此吸引了许多品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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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中国 LED 行业并购案例
■文·OFweek

从

2016 年国内各大 LED 上市企业的业绩报告来看，

LED 行业正走向一条“康庄大道”，进入 2017 年，

行业回暖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减弱。近日，LED 上市公司相
继公布 2017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诸多 LED 企业均交出
了一份“优异成绩单”。当然，行业整体回暖是众企业业
绩上扬的关键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光鲜成绩单”背
后企业的努力。
Performance report of major domestic LED

先后拟切入互联网、锂电池等领域。但其并购之路并不

listed enterprises in 2016 shows that LED industry

顺利，两年来三次收购均以中途流产而告终。此番雪莱特

was moving towards a “broad road” and it seems

产业基金对明师教育股权的受让，意味着雪莱特的扩张

that industry growth in 2017 has not been weakened.

版图中多了教育一环。

In recent days, LED listed companies successively
announced performance report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17;
many LED enterprises delivered “feats”. Of course,

利亚德拟收购君泽照明 100% 股权
2017 年 3 月 2 日，利亚德发布公告称，拟以现金

growth of industry as a whole is a key factor in the rise

24800 万元人民币收购新余高新区君辰投资管理合伙企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efforts behind “feat” is

业 ( 有限合伙 )、新余高新区君玲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worth noting.

伙 ) 合计持有的湖南君泽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君泽照明”)100% 股权。

在 2017 年过去的上半年，可以看到 LED 企业努力冲

君泽照明作为利亚德集团在华中地区开展业务的桥

刺 IPO；也能看到企业的扩产圈地等等。并购，作为一条

头堡，可以进一步落实公司全国区域化布局的战略；君泽

简单、快捷的发展路径，受到众多资本雄厚的 LED 企业

照明是湖南省智慧照明和系统集成的领军企业，拥有城

的推从。通过并购，有的企业在纵向拓展，进行 LED 全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

产业链布局；有些企业则迈入新行业；更有企业通过并购

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地基基

海外公司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此前成功实施了杜甫江阁、湖
南省新省政府办公大楼、湘江一二三桥等项目。本次收

雪莱特受让明师教育部分股权
2017 年 1 月 4 日，雪莱特发布公告称，旗下基金广
东雪莱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与广州明楚投

购后，可以有效整合利亚德集团成员企业在华中区域的
销售、研发资源，助推集团各成员企业现有业务跨跃式
协同发展。

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前者以自有资金 1500.51 万元受让后者所持有的广
州市明师教育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7.7 万股股票，占明师
教育股份的 2.31%。
2015 年以来，雪莱特不断进行外延并购扩展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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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收购朗德万斯交易完成
2017 年 3 月 5 日，木林森发布公告称，公司投资
的合伙企业和谐明芯的子公司明芯光电与 LEDVANCE
GmbH 原股东 OSRAM GmbH、LEDVANCE LLC 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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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RAM SYLVANIA INC. 完成了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

制人广晟公司将实际控制南和实业 67.15% 的股权，成为

至此，明芯光电持有了 LEDVANCE100% 的股权，已顺利

南和实业的实际控制人。

完成本次海外股权收购交易。

佛山照明自上市以来，主营业务一直是照明产品的生

欧司朗是与 GE，飞利浦对标的全球照明巨头。此次

产、研发和销售，佛山照明 2016 年年报显示，其营业收

收购标的主体——欧司朗麾下主营通用照明的朗德万斯

入为 33.66 亿元，LED 照明产品和传统照明产品则分别

(Ledvance)，仅 2015 年营收就达 20 亿欧元，贡献了 4 成

实现 20.4 亿元、12.9 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

营收。业内认为，此次收购使全球一流的品牌、销售渠道

分别为 60.77%、38.42%。这也是佛山照明近年从传统照

和先进技术落地中国，有望推动产业技术结构性、系统性

明向 LED 照明转型以来，LED 照明产品营业收入在年度

地改变。

报告中首次超过传统照明。

随着整个 LED 行业成本下降以及竞争日趋激烈，未

佛山照明通过收购南和实业股权，可以分享南和实

来整个 LED 照明也会像传统照明时代，从自由竞争转向

业深圳工业厂区城市更新改造后带来的收益，增加其收

寡头垄断。作为 LED 封装企业，木林森对朗德万斯的收购，

益来源。

可以快速切入下游终端照明市场。

鸿利智汇拟 2.3 亿元购谊善车灯
宜安科技收购知名 LED 企业欧普特

2017 年 5 月 2 日，鸿利智汇发布公告称，拟以 2.3

2017 年 3 月 10 日，宜安科技发布公告称，拟使用自

亿元收购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 股权。该

有资金以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深圳市欧普特工

公司从事 LED 汽车照明行业，
未来四年业绩承诺总和 2.18

业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欧普特”) 全部股权。

亿元。

宜安科技与欧普特在 LED 显示、消费电子等领域客

面对 LED 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大陆车用 LED 市场成

户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宜安科技此次成功收购

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少照明企业开始选择与车灯厂、汽车

欧普特全部股权，有利于整合欧普特原有 LED 显示、消

领域厂家携手，车用 LED 市场又添一把猛火。其中，LED

费电子领域等客户资源，缩短宜安科技相关产品市场开

厂隆达在大陆车后供应链抢先攻下一城，与大陆前三大

拓时间，快速进入欧普特原有客户群，为客户提供整体解

车后灯厂广州正澳电子结盟，打开 LED 车用照明新市场；

决方案及附加值高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以获取竞争优势，

美国 Cree 联手专注欧美高端市场、发明三代 LED 车灯

进而提升宜安科技整体盈利能力，增厚宜安科技业绩。

技术的 LED 车灯巨头宜事达，共商 LED 车灯大计。
此前鸿利智汇设立鸿祚投资、与第三方专业投资机

德润达收购众汇照明材料 75% 股权

构共同成立允鸿云鼎股权投资基金，以多种方式、多平台

2017 年 3 月 13 日，德润达发布公告称，拟以 1.80

寻找优秀的车联网行业企业合作，以此促进公司双主业

万元收购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5% 股权。

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此番收购谊善车灯有助于加快

此次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

公司相关领域在国内整车供应体系的布局。

次收购完成以后，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成
为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建光电收购并增资湖南蓝海购

通过此次收购，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5 月 3 日，联建光电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

将成为德润达控股子公司，有助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德

公司深圳市联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 4224 万元受

润达的产业布局，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让湖南蓝海购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14.08% 股权，在股权

同时为子公司将来实行技术引进、融资创造条件。

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联动投资再以现金 6776 万
元认购蓝海购新增加之注册资本人民币 42.1974 万元，

佛山照明收购南和实业部分股权
2017 年 4 月 7 日，南和移动发布公告称，佛山照明
以 1.8 亿元购买百雅公司持有的南和实业 32.85%的股权。
本次收购后，佛山照明与其一致行动人电子集团的实际控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联动投资持有蓝海购 25.88% 股
权。
蓝海购作为互联网房地产交易平台，线上数据资源
及线下房产开发商资源均可与联建光电共享，且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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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营销服务的需求量很大。而目前联建光电数字户

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 (Cayman) Limited（简称“Aidi”）

外广告业务，地产客户占比较大，蓝海购和联建现有业务

或其控制的所属教育资产事项开展合作。

可以更好的开展地产广告业务合作。同时，地产、资产运

早在 2016 年 12 月，勤上股份就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香港

营、城市拓展及行业资源、数据可以共享，有利于联建光

勤上拟以现金的形式收购Aidi持有的NITEducationGroup( 爱

电实现数据驱动的整合营销服务集团的战略布局。

迪教育集团 )100% 股权，收购事宜初步估值为 29 亿元
人民币的等值美元。根据公司初步规划，后续勤上股份或

华灿光电并购案例通过 CFIUS 审核
2017 年 5 月 9 日，华灿光电收到 CFIUS 的确认信，

香港勤上不排除与相关方合作实施上述收购事宜。
勤上股份原是一家 LED 照明企业。由于近年来半导

公司收购和谐芯光（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体照明行业竞争激烈，为发掘新的业绩增长点，勤上股份

以及和谐芯光子公司收购 MEMSIC，Inc. 的 100% 股权

于 2016 年度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龙文教

已经通过了 CFIUS 的审核。

育 100% 股权，进入教育行业。完成对龙文教育收购后，

华灿光电此举被业内认为是近年来我国半导体行业

勤上股份开始实施“LED+ 教育”双主业模式。

海外并购活动中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CFIUS 审核

2017 年 7 月 8 日，勤上股份拟将半导体照明业务出

是其中的关键。通过了 CFIUS 的审核后，此宗收购已几

售给勤上光电实控人之一。而收购的龙文教育并未给勤

乎没有障碍，剩下的仅仅是按照规定完成相应的程序。

上股份带来超额利润，勤上股份 2016 年报显示，2016 年

2017 年 LED 芯片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华灿光电产销
量将稳步提升，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市场中的优势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4.27 亿元，同比下降 2160.66%。
由此可见，勤上 LED+ 教育模式面临严重考验。

地位。在 LED 芯片市场地位持续稳固的前提下，华灿光
电此次并购美新半导体，也将形成 LED 和传感器双主业
发展。

飞乐音响完成喜万年 100% 控股
2017 年 6 月，飞乐音响公告称，拟以 3450 万欧元
价格收购关联方 Havells Holdings Limited 持有的 Feilo

远方光电收购慧景科技 45.62% 股权
2017 年 5 月 11 日，远方光电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远方互益投资共同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7100

Malta Limited 20% 股权。这意味着，自 2015 年 12 月收
购国际照明巨头喜万年集团 80% 股权之后，飞乐音响将
对喜万年集团实现 100% 控股。

万元设立杭州远方慧益投资合伙企业，远方慧益投资出

此次收购Feilo Malta Limited剩余 20%股权完成后，

资人民币 7034.53 万元收购慧景科技 35.01% 股权。远

将有利于提高飞乐音响在全球照明市场的竞争力和品牌

方互益投资出资 20.42 万元受让陈伟持有的杭州懿成轩

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飞乐音响市场份额，有

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1% 份额，从而使公司拥有慧

效提升经营业绩。

景科技实际控制权的股份达到 1058.35 万股，占慧景科
技总股本的 45.62%。慧景科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这一收购同样被视为飞乐音响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
步。中国的企业、品牌想走国际化道路非常难，想在欧洲、

此次收购完成后，远方光电业务将拓展至轨道交通

美洲打开局面，要付出巨大代价和很长时间，飞乐音响总

领域，远方光电将抓住国家在轨道交通方面的发展机会，

经理庄申安表示，飞乐音响通过资本手段兼并喜万年这

积极布局高铁等轨道交通智能检测技术和产品，以及相

一百年知名品牌，来实现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销售，在这

关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同时也将把握国家实施“一带一

种渠道合作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海外工厂和研发基地，

路”战略的时机，进一步开拓慧景科技及公司的业务领域

从而实现全球布局。

和范围。

勤上股份拟联合并购爱迪教育
2017 年 5 月 15 日，勤上股份发布公告称，已与成都
鼎兴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横琴觅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就共同设立并购基金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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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锐光电 : 把握发展机遇 布局全球市场
■文·公司官网

2

006 年，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锐

光电”）顺势而生。2017 年，迈锐光电已成长为全球

LED 显示屏领域的知名品牌，产品遍布中国 34 个省和自
治区中的 400 多个城市，并与 100 多个国家的公司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十一年来，迈锐光电坚持品牌立市，
以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赢得全球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In 2006, Shenzhen Mary Photoelectricit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RLED) emerged by

迈锐光电欧洲分公司

taking advantage opportunities. In 2017, MRLED has
grown into a famous brand in the global field of LED

迈锐光电以“点亮世界创造精彩”为企业使命，积极布

displays, sells provides to over 400 cities in 34 countries

局全球市场。2016 年，迈锐光电美国分公司正式成立。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nd has established a good

2017 年 8 月，迈锐光电的第二家海外子公司欧洲分公司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panies in more

开业迎客，进一步深化海外业务拓展。

than 100 countries. For eleven years, MRLED has

迈 锐 光 电 欧 洲 分 公 司 位 于 Van Dijklaan 13C，

insisted building brand and winning the trust and support

Waalre，Eindhoven，Netherlands，复合空间设计，分为

of global custom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办公区、展厅、仓库三块区域，总面积达 800 平方米，

solutions.

其中 200 平方米的展厅，产品齐全，让欧洲的客户在本
地即可体验迈锐光电的产品。

成立欧洲分公司 提升全球服务能力
近年来，LED 显示屏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 LED 产

多管齐下走向海外 品牌实力逐步提升

业中仅次于 LED 照明的第二大细分领域。从全球 LED

2017 年，迈锐光电迎来发展的第十一年。十余年里，

显示屏市场格局来看，中国是单一国家最大市场。随着

迈锐光电在确保国内市场稳步上升的同时，发力拓展海

近几年中国 LED 显示屏行业的迅速成长，国内 LED 显示

外市场，为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屏企业实力显著增强，从国内走向国际是实力强大 LED
显示屏企业的必经之路。

“中国制造应该在质优价廉这个基础上不断技术创
新，以始终满足客户要求为第一目标，制造客户需要的、

作为知名 LED 显示屏企业之一，迈锐光电在 2007

能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家有义务将中国

年便以前瞻的战略眼光进入海外市场，并以优质的 LED

制造打造成中国创造。中国品牌应该像中国的国家形象

显示屏产品和综合运营方案，迅速得到国外客户的认可。

一样，赢得世人的尊重。”这是迈锐光电总经理陈泽波

目前，迈锐光电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法国、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芬兰、丹麦、爱尔兰、俄

对“中国创造”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中国品牌走向全球的
深深期望。

罗斯、罗马尼亚、波兰、以色列、印度、泰国、新加坡、印

近年来，迈锐光电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中不遗余力，

度尼西亚等 100 多个国家的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无论是线上的推广，还是线下的展会等活动，都在不断

为更好的服务海外客户，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全球，

加大力度。2012 年，迈锐光电作为专业的 LED 屏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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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拥有大型研发生产基地，整个园区占地面积 6
万余平方米，
年生产总量达 20 万平方米，
员工人数逾千人。
内外优化的持续举措，使得迈锐光电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 LED 显示屏领域的主要企业之一，公司先后获得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中国 LED
显示屏企业国际竞争力 TOP10”等诸多荣誉，产品通过
CCC、
CE、
ETL 等多项认证，
品牌实力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
如今，迈锐光电已经成长为一家专业从事 LED 显示
迈锐光电惠州研发生产基地

屏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户外广告媒体、文化娱乐活动、
体育场馆、舞台租赁等领域。

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全球市场网络，面对 LED 显示屏行业

迈锐光电以可靠的品质、优质的服务和诚信求实的

洗牌加速的现状，迈锐光电大力投入资金与人才，加强

作风，赢得各界用户的好评。在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

产品研发，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 LED 综合解决方案能

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澳大利亚悉尼赛车场等国内外重

力，让公司在行业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大活动与赛事场所均有迈锐光电的身影。未来，迈锐光

2013 年，迈锐光电与福日电子强强联合后，进一步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及投入，建设子公司惠州市迈锐光电

电在全球市场将继续前进，以更多的优质产品及解决方
案服务海内外客户，让“迈锐创造”点亮多彩世界。

联建光电：拓展海外市场 迎接国际化时代
■文·OFweek

联

建光电跻身世界级 LED 制造商之前，已在行业

内默默耕耘 13 年。公司于 2003 年在深圳创立，

2011 年登陆创业板。借助制造实业与资本市场的双轮驱
动，联建光电已成长为全球领先的 LED 制造企业。这也
与联建光电始终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投入有着紧密联系。
近年来，联建光电积极向下游拓展业务，形成了数字设备、
数字户外和数字营销三大板块并驾齐驱的业务版图，而
在数字设备制造方面，联建光电不断推陈出新，一直走在
行业技术前列，最终站上了世界顶尖舞台。
Before ranking among the world-class LED

Shenzhen in 2013 and entered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manufacturers, LianTronics has been cultivating in the

in 2011. LianTronics has growth into the world’s leading

industry for 13 years.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L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ese by virtue of two-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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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10-2017 上半年联建光电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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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at LianTronics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duct R&D and
technical input. In recent years, LianTronics has actively
expanded business downstream and formed a business
layout that digital equipment, digital outdoors and
digital marketing keep pace; LianTronics continuously
innovates in digit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2：2010-2016 年联建光电业绩海外业务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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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3：2016 年联建光电各区域营业收入份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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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业绩长虹，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续快速增长。预计
2017 年，联建光电有望保持超过 50% 的业绩增速。（见

40%

1.43

下足了功夫，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优秀，避免商
誉减值成为公司业绩“黑洞”。2014-2016 年，联建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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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0

比增长 84.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3 亿
元，同比增长 80.16%。2013 年开始，联建光电展开了高

西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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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近年来，联建光电一直稳步发展，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140%
120%

5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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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6 年，联建光电海外业务收入逐年增长，年均

华南 32.93%

复合增长率超过 30%。2010 年，联建光电海外业务收入
为 0.91 亿元；到 2016 年，其海外业务收入达 5.38 亿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占联建光电当年总营收的 19.19%。（见图表 2、图表 3）
成立于 2014 年，主要提供球场屏、演播厅屏、租赁屏等

收购 Artixium 进军欧美市场
2016 年 12 月，联建光电以不超过 1200 万美金增

产品，在欧洲、深圳均设有子公司和分部，其销售渠道覆
盖欧美显示屏市场。

资 Artixium Display Limited( 以下称“Artixium”)，获得其

近年来，Artixium 承接了许多欧美大型体育赛事显

60% 股权。Artixium 是全球领先的 LED 显示屏供应商，

示屏的业务，包括向欧洲冠军杯、欧洲冠军联赛等各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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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联赛提供显示屏。同时，为 2016 年美国西雅图和芝加
哥的 ICC Tournament 国际顶级锦标赛承建球场屏，打开
了美国的销售市场。
联建光电将借助Artixium在欧洲和美洲的业务布局，
进一步拓宽集团数字设备、数字营销和数字户外业务的
海外销售渠道，为集团三大业务板块“三环联动”的效应
助力，增强国际盈利能力，形成跨国数字传播集团。
同时，Artixium 拥有强大的产品设计和创新能力，其
开发的具有虚拟显示功能的球场屏已通过一些欧洲俱乐
部的测试。借助 Artixium 的认证资质，联建光电的技术

其实，早在 2007 年 6 月，为了应对当时的泛美运动会，

储备以及 LED 显示屏制造能力将与 Artixium 的技术结合，

联建光电便为马拉卡纳体育场安装了四块面积和规格一

加速开拓显示屏市场。

模一样的 LED 显示屏。这几块显示屏经过 7 年运营显示

联建光电通过投资 Artixium 将实现 LED 显示屏产品

效果仍然非常良好，但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的准备期间，

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获取欧美文化体育领域的

为了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来自全世界的球迷，马拉卡纳体育

海外销售渠道，为国际化发展和进入欧美市场打下坚实

场决定更新显示屏，并且依然坚定的选择了联建品牌的

的基础。

大屏，这是对联建光电巨大的信任和肯定。
联建光电产品的成功应用，表明中国制造的 LED 显

助力里约奥运 中国智造服务世界

示屏在高规格领域完全可以媲美欧美日传统顶级品牌。

2016 年全球大事不得不提巴西里约奥运会。联建光

从以价格优势做代工、到自主走出国门、再到以品质过硬

电深知体育市场在 LED 屏，尤其是高品质 LED 屏市场

征服世界、以先进技术和产品添补所在区域市场的空白，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2014 年的巴西世界杯和 2016

联建光电 13 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 LED 大屏产业崛起

年巴西奥运会中，联建光电两度为巴西马拉卡纳球场打

过程的缩写。这其中不乏众多与国际巨头的斗智斗勇。

造 LED 大屏，奥运项目 400 平方米大屏更成为联建光电
的标杆案例。

如今，联建光电 LED 屏众多产品的技术自信、品质
自信、品牌自信则正在加速走向国际市场。秉承“尽显客

该项目位于有巴西国家体育场之称的马拉卡纳体育

户所想”的服务理念，联建光电在全球市场越来越多的脚

场，采用联建光电规格为 F20 的户外固装屏，单屏面积

印，书写着中国智造走出去的传奇故事，不断留下更多“中

100 平方米，共四套，总面积达 400 平方米，分别安装在

国智慧全球共享”的美誉。

马拉卡纳体育场内四周，呈环抱之势。现场共有 8 个摄像
机与之配合，开幕式之时，工作人员把一些全景镜头及特
写镜头切入到屏上，充分调动现场气氛，让场内的每一位
观众尽享里约奥运盛宴。
为了实现精确、完美的画面重现，联建光电采用国际
高端 LED 灯管，使完美画质精确到每一颗像素点；而全
球尖端视频处理器则保证画面播放流畅、完整；联建独
创箱体轻量化结构设计，使 LED 显示屏在安装便捷的同
时，又消除因屏体重量造成的安全隐患。
同时，由于巴西里约的热带干湿季气候，终年高温，
雨量充沛，对显示屏的防护能力要求极高。联建光电集合
行业内顶尖工艺，生产出集防水、防尘、抗高温、耐腐蚀
的高规格 LED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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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LED 进出口市场分析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国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 LED 进出口总额为

中

图表 1：2015-2017 年 7 月份中国 LED 进出口状况

105.94 亿美元，同比减少 24.44%；其中，进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为 60.45 亿美元，同比减少 18.33%；出口额为 45.49 亿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7 月

进口额

74.02

60.45

32.60

出口额

66.18

45.49

24.69

进出口总额

140.20

105.94

57.29

贸易顺差

-7.84

-14.96

-7.91

美元，同比减少 31.26%。2016 年，中国 LED 贸易逆差
为 14.96 亿美元，较 2015 年有所扩大。
Customs data of China show that total China
export-import volume of LED in 2016 was $10.594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24.44% on year-on-year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basis, including amount of imports $6.045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18.33% on year-on-year basis, amount

图表 2：2015-2017 年 7 月份中国 LED 出口情况

of exports $4.549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31.26% on

（单位：亿美元，亿个）

year-on-year basis. In 2016, China’s LED trade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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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1.496 billion that expanded compared wi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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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7 月，中国 LED 进出口总额为 57.29 亿美
元；其中，进口额为 32.60 亿美元，出口额为 24.69 亿美元。
（见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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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出口市场分析
中国大陆是世界主要的 LED 出口国。2016 年，中国
数量约 3823.91 亿个，同比增长 0.78%。（见图表 2）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3：2015-2017 年 7 月份中国 LED 出口均价
（单位：美元 / 个）

出口价格分析
2015 年，我国 LED 出口均价为 0.0174 美元 / 个；
2016 年，LED 出口均价较 2015 年下降 31.79%，为 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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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 个；2017 年1-7 月，
我国LED出口均价回升至 0.0156
美元 / 个。（见图表 3）
出口区域分析
2016 年，从中国 LED 的出口区域来看，我国 LED 主
要销往香港、韩国以及台澎金马关税区。其中，销往香港
地区的LED数量为574.16 亿个，
出口金额达 23.93亿美元，

24.69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7月
出口金额（ 亿美元）
出口数量（ 亿个）

出口整体情况
LED 出口金额为 45.49 亿美元，同比减少 31.26%；出口

45.49

66.18

0

0.0100

0.0050

0.0000
2015年

2016年
出口均价（ 美元/个）

2017年1-7月

占 LED 出口总额的 52.59%，香港是我国 LED 主要出口
区域；出口韩国的 LED 数量达到 196.89 亿个，金额为 6.58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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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LED

图表 4：2016 年中国 LED 出口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个，万美元）
序号
区域
出口数量（万个）
出口金额（万美元）
1
香港
5741621.13
239267.00
2
韩国
1968900.67
65785.07
3
台澎金马关税区
24474235.87
51134.50
4
日本
256243.25
15574.26
5
德国
564360.76
15296.15
6
印度
1298362.49
13966.47
7
新加坡
322638.61
13647.25
8
美国
328739.44
9452.48
9
越南
224660.88
5030.55
10
意大利
134021.10
3514.93
11
马来西亚
231457.01
3204.43
12
泰国
158193.46
2118.44
13
墨西哥
46796.02
1224.29
14
匈牙利
77194.49
1215.36
15
波兰
69820.53
1139.74
16
荷兰
50599.79
1062.76
17
菲律宾
107203.15
1023.75
18
阿联酋
77870.50
988.96
19
土耳其
70565.54
837.91
20
孟加拉国
185902.41
805.3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亿美元，占 LED 出口总额的 14.46%；销往台澎金马关税

图表 5：2016 年中国 LED 出口区域分布（按出口金额）

区的 LED 数量达到 2447.42 亿个，金额为 5.11 亿美元，

（单位：%）

占 LED 出口总额的 11.24%；出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LED
金额均在 2 亿美元以下。（见图表 4、图表 5）

LED 进口市场分析
进口整体情况
2016 年，中国 LED 的进口总额为 60.45 亿美元，同
比减少 18.33%；进口数量 1446.00 亿个，较 2015 年减

美国 2.08% 其他 6.77%
新加坡 3.00%
印度 3.07%
德国 3.36%
日本 3.42%
香港 52.59%
台澎金马关 税
区1 1.24%

少 4.97%。（见图表 6）

韩国 14.46%

进口价格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5-2017 年 7 月，我国 LED 进口均价呈下降的态
势。2015 年，LED 进口均价为 0.0486 美元 / 个；2016 年，
LED 进口均价较 2015 年下降 14.06%，为 0.0418 美元 /

图表 6：2015-2017 年 7 月份中国 LED 进口情况

个；2017 年 1-7 月，
我国 LED 进口均价继续下降至 0.0362

（单位：亿美元，亿个）

美元 / 个。（见图表 7）
进口区域分析

1600

2016 年，从中国 LED 的进口区域来看，我国 LED 主

1200

要进口自台澎金马关税区和日本。其中，从台澎金马关税

1000

区进口的 LED 数量约为 709.74 亿个，金额达 13.65 亿

1446.00

900.71

800
600

美元，占 LED 进口总额的 22.57%；从日本进口的 LED

400

数量约为 125.84 亿个，进口金额为 12.60 亿美元，占比

200

为 20.84%；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 LED 金额均不超

0

过 10 亿美元。（见图表 8、图表 9）

1521.63

1400

74.02

60.45

32.6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7月
进口金额（ 亿美元）
进口数量（ 亿个）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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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2015-2017 年 7 月份中国 LED 进口均价

图表 9：2016 年中国 LED 进口区域分布（按进口金额）

（单位：美元 / 个）

（单位：%）

0.0600

美国 1.16%
泰国 3.46%

0.0486
0.0500

0.0418
0.0362

0.0400
0.0300

德国 0.98%
其他 1.54%
中国 24.40%

韩国 9.84%

马来西亚

0.0200

15.21%

0.0100

台澎金马关税
0.0000

区2 2.57%

日本 20.84%
2015年

2016年
进口均价（ 美元/个）

2017年1-7月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8：2016 年中国 LED 进口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个，万美元）
商品名称

LED

序号

区域

进口数量（万个）

进口金额（万美元）

1

中国

3754520.09

147523.92

2

台澎金马关税区

7097365.79

136452.11

3

日本

1258427.88

125996.72

4

马来西亚

490707.92

91923.52

5

韩国

1257987.92

59457.09

6

泰国

83321.65

20926.05

7

美国

15905.03

7033.56

8

德国

388086.36

5896.13

9

印度尼西亚

5296.48

2623.79

10

菲律宾

55629.56

1628.26

11

香港

7411.35

1290.83

12

新加坡

1672.28

1083.78

13

越南

40513.51

1041.59

14

瑞士

184.21

788.15

15

墨西哥

483.01

359.12

16

英国

593.06

150.30

17

奥地利

132.84

40.61

18

意大利

112.26

36.84

19

匈牙利

13.28

33.96

20

加拿大

4.88

28.53

注：在商品进口国别中出现“中国”，此种现象是正常的。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国货复进口”，具体是指“在中国生产制造，并已运出关境
（包括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的货物，因某些原因需要转运回国。”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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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LED 进出口市场分析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

图表 1：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出口状

为 17.26 亿美元，同比减少 20.24%；出口额为 15.29 亿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7 月

美元，同比减少 17.13%。2016 年，深圳市 LED 贸易逆

进口额

21.64

17.26

8.61

差为 1.97 亿美元，较 2015 年有所缩小。2017 年 1-7 月，

出口额

18.46

15.29

9.46

深圳市 LED 进出口总额为 18.07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40.10

32.56

18.07

贸易顺差

-3.19

-1.97

0.84

国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深圳市 LED 进出口总额

况（单位：亿美元）

为 32.56 亿美元，同比减少 18.81%；其中，进口额

为 8.61 亿美元，出口额为 9.46 亿美元。（见图表 1）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Customs data of China show that total Shenzhen
export-import volume of LED in 2016 was $3.256

图表 2：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出口金额情况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18.81% on year-on-year

（单位：亿美元）

basis, including amount of imports $1.726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20.24% on year-on-year basis, amount

18.46

20

15.29
15

of exports $1.529 billion that decreased by 17.13% on
year-on-year basis. In 2016, Shenzhen’s LED trade
deficit was $0.197 billion that narrowed compared

9.46

10

5

with 2015.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7, total Shenzhen
export-import volume of LED was $1.807 billion,

0
2015年

2016年

including amount of imports $0.861 billion, and amount
of exports $0.946 billion. (See figure 1)

深圳市 LED 出口市场分析
出口整体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3：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出口数量情况
（单位：亿个）

2015 年，中国深圳市 LED 出口金额为 18.46 亿美元；
2016 年，深圳市 LED 出口金额降至 15.29 亿美元，同比
减少 17.13%；2017 年 1-7 月份，深圳市 LED 出口金额
为 9.46 亿美元。（见图表 2）

700

500
400
300

2016 年，深圳市 LED 出口数量达 404.26 亿个，同比增

200

长 20.94%；2017 年 1-7 月份，深圳市 LED 出口数量为

100

出口价格分析
2015 年，深圳市 LED 出口均价为 0.0552 美元 / 个；
2016 年，
LED 出口均价较 2015 年下降 31.48%，
为 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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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96

600

2015 年，中国深圳市 LED 出口数量为 334.27 亿个；

625.96 亿个。（见图表 3）

2017年1-7月

出口金额（ 亿美元）

404.26
334.27

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7月

出口数量（ 亿个）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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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 个；2017 年 1-7 月，深圳市 LED 出口均价继续下

2016 年，深圳市 LED 进口数量降至 17.26 亿个，同比减

降至 0.0151 美元 / 个。（见图表 4）

少 1.18%；2017 年 1-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口数量为 8.61
亿个。（见图表 6）
进口价格分析

深圳市 LED 进口市场分析

2015-2017 年 7 月，深圳市 LED 进口均价呈下降的

进口整体情况
2015 年，中国深圳市 LED 进口金额为 21.64 亿美元；

态势。2015 年，深圳市 LED 进口均价为 0.0671 美元 / 个；

2016 年，深圳市 LED 进口金额降至 17.26 亿美元，同比

2016 年，深圳市 LED 进口均价较 2015 年下降 19.28%，

减少 20.24%；2017 年 1-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口金额

为 0.0542 美元 / 个；2017 年 1-7 月，我国 LED 进口均

为 8.61 亿美元。（见图表 5）

价继续下降至 0.0487 美元 / 个。（见图表 7）

2015 年，中国深圳市 LED 进口数量为 21.64 亿个；
图表 4：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出口均价

图表 5：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口金额情况

（单位：美元 / 个）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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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6：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口数量情况

图表 7：2015-2017 年 7 月份深圳市 LED 进口均价

（单位：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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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322.54

0.0800

318.72

300

0.0700

250

0.0600

176.78

200

0.0671
0.0542

0.0487

0.0500
0.0400

150

0.0300

100

0.0200

50

0.0100

0

0.000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7月

进口数量（ 亿个）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5年

2016年
进口均价（ 美元/个）

2017年1-7月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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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与电子标准院签
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
进国际标准化工作

IEEE and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Sign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to Joint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Work

■文·IEEE
On September 12 th, 2017, Technical Standard
Innovation Forum (IEEE) hosted by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and organized by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was held in
Beijing. IEEE Chairman Don Wright, President of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Zhao Bo and the
Vice President Chen Daji attended.
President of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Zhao Bo and IEEE President Don Wright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EEE Chairman Don Wright pointed out that
the mission of IEEE wa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2017 年 9 月 12 日，由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innovation and benefit all human beings and its

主办，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承办的技术标准创新

vision was to form an authority organization of global

论坛在京举办。IEEE 主席 Don Wright、中国电子技术

professional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He stressed

标准化研究院赵波院长、陈大纪副院长等出席。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赵波院长、IEEE Don
Wright 主席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
IEEE 主席 Don Wright 指出，IEEE 的使命是促进技
术创新并造福全人类，其愿景是形成全球专业技术人员
和社团的权威组织。他强调，未来将在智能材料、大数
据、物联网、5G 等新兴领域与电子标准院开展广泛合作，
共同推动标准的制定和技术的发展。
陈大纪副院长在致辞中表示，标准作为推动技术进
步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经济
提质增效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that there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in smart materials, large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5G and other emerging
areas to jointly promot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Vice President Chen Daji said in his speech that
standard as an impetu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upgrad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y and promoting opening of a high
level to the outside world.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achieved a series of standardized resul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loud

用。电子标准院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云计算、大数

computing, large data and other fields. Electronics

据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准化成果。电子标准院愿意通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was willing to promote

过与参会嘉宾的充分交流和积极探讨，推动标准化支撑

standardization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supporting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fully exchanging
and actively discussing with distinguished guests.

胡静宜主任从标准化专业机构、法律法规、管理体

Director Hu Jingyu introduced standardization

制等方面对中国电子行业标准化工作模式做了介绍，并

operating mode of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from

对标准制修订程序和加强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完

the aspects of standardization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aws and regulations, management system, et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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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优化推荐性标准体系、发展推进团体标准、加强标准
信息服务等工作重点做了阐述。
IEEE 标准协会企业顾问集团主席 Phil Wennblom

made a statement mainly on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procedures, strengthening mandatory
national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recommended standard system, developing

介绍了 IEEE 标准发展历程，并指出 IEEE 标准协会制定

and advancing group standards, strengthening

标准过程是开放的，欢迎每个人积极参与到标准制定中

standard information services, etc.

来。
IEEE 标 准 协 会 企 业 顾 问 集 团 副 主 席 Robby
Simpson 指出，标准和开源是实现市场创新的工具，有
助于解决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组织资源。
随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赵波院长、IEEE
Don Wright 主席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
方在标准制修订方面开展积极合作，努力推动国际标准
化工作。
会上，IEEE 标准协会秘书长 Konstantinos Karachalios
博士、韦莎博士、唐晓丹博士分别就人工智能及自主系
统（AI/AS）、智能制造、区块链技术作了精彩介绍。
本次论坛旨在把握中国标准化改革的新机遇，借鉴

Chairman of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Corporate
Consult ant Gr oup Phil Wennblom intr oduc e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EEE Standard and pointed out
that formulation process of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was open and everyone was warmly welcomed to
actively involve in standard formulation.
Vice Chairman of Chairman of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Corporate Consultant Group Robby
Simpson pointed out that standards and open source
were tools for market innovation and helped address
different needs and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fterwards, President of China Electronic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Zhao Bo and Chairman
of IEEE Don Wright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arking that both sides actively carried

领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功运营经验，探索中国标准创

out cooperation on formation of standard and strived

新发展新模式，加强交流前沿技术的标准开发动向。来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work.

自华为、海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单位的 100 余人出
席本次论坛。

At the meet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Dr. Konstantinos Karachalios, Dr.
Wei Sha and Dr.Tang respectively made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ous
system （AI/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his forum aims to grasp the new opportunity
of China’s Standardization Reform,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explore new model
of China’s standar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on development trend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tandards. Over 100 from
Huawei, Haier,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and other units attended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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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EEE 中国青年
学者 - 女工程师 - 学
生分会大会在深圳成功
举行
■文·IEEE

2017 年 8 月 4-6 日，由 IEEE 中 国 代 表 处 主 办，
IEEE UPP，IEEE 北京青年专业团体，IEEE WIE AG，腾
讯公司，优必选教育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7 IEEE 中国青
年学者 - 女工程师 - 学生分会大会在深圳成功举行。
8 月 4 日，来自全国 40 余所高校的 80 余名 IEEE 学
生分会学生代表首先来到腾讯总部，经过分组讨论，技
术海报制作，腾讯展厅参观，和腾讯工程师面对面交流，
以及聆听腾讯产品和运营的讲座等环节，学生们度过了
愉快而又充满收获的一天。
8 月 5 日上午，所有 IEEE 学生分会代表，IEEE YP，
WIE，及各个分会的代表齐聚深圳大学，拉开了 2017
IEEE 中国青年学者 - 女工程师 - 学生分会大会的大幕。
首先由 IEEE 第十大区主席 Kukjin Chun 教授为大
会开幕致辞，Kukjin Chun 教授介绍了 IEEE 及第十大区
的基本情况，鼓励大家积极参加 IEEE 的各项活动。
由 IEEE 中国代表处王岚女士介绍了 IEEE 的全球资
源及如何参与，尤其提到 IEEE 面对学生开放的资源包
括奖学金，奖项及各种学生竞赛。后由 IEEE 大学伙伴
项目经理李箐女士介绍了 IEEE UPP 项目，特别提到面
对 IEEE 中国学生分会开放的 MINI Grant 项目，欢迎大
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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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EEE China YP-WIE-Student
Congres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enzhen

From August 4th to 6th, 2017, 2017 IEEE China
YP-WIE-Student Congress hosted by IEEE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and organized by IEEE
UPP, IEEE Beijing YP AG, IEEE WIE AG, Tencent
and BUTECH Education was successively held in
Shenzhen.
On August 4th, over 80 representatives of IEEE
Student Branch from more than 4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rst came to the Tencent headquarters and
spent a happy harvest day; they participated in group
discussion, technical poster production and Tencent
exhibition tour, communicate with Tencent engineers
face to face, attended lectures on Tencent products
and operations, etc. They spend a happy harvest day.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5th, all representatives
of IEEE Student Branch, IEEE YP and WIE branch
representatives gathered at Shenzhen University and
raised the curtain of 2017 IEEE China YP-WIE-Student
Congress.
First chairman of IEEE Region 10 Prof. Kukjin
Chun made a speed at opening of the Conference;
Prof. Kukjin Chun introduc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EEE and Region 10 and encouraged everyone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f IEEE.
IEE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hina Ms.Wang Lan
introduced global resources of IEEE as well as how
to participate, especially resources open to students,
including scholarships, awards and various student
competitions. Then IEEE University Partner Program
Ms.Li Jing introduced IEEE UPP Project, especially
MINI Grant project open to IEEE Chinese Student
Branch and welcomed to apply for.
Chairman of IEEE WIE Hong Kong Branch Ms.
Paulina Chan shared leadership feelings; IEEE SIGHT
coordinator Ms. Simay Akar introduced SIGHT project,
chairman of IEEE YP Beijing Branch Dr. Gu Rentao,
Dr. Wang Jing from IEEE WIE Beijing Branch, student
Wang Zhiheng from IEE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 Branch and student
Du Qian from IEEE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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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WIE 香港分会副主席 Paulina Chan 女士分享
了领导力的心得，IEEE SIGHT 协调员 Simay Akar 女士
介绍了 SIGHT 项目，IEEE YP 北京分会主席顾仁涛博士，
IEEE WIE 北京分会王青博士，IEEE 电子科大学学生分
会王志恒同学，IEEE 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分会杜倩同学分
享了各自举办 IEEE 活动的经验和心得。
8 月 5 日下午，由香港中文大学刘云辉教授，南方科
技大学 Hisao Ishibuchi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Man-Wei
Mark 教授，IEEE 优必选教育 CTO Howard Michel 教授
分别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主旨报告。
8 月 5 日下午下半场，由 IEEE 和优必选教育共同举
办的“2017 IEEE- 优必选中国机器人设计大赛”的颁奖
典礼隆重举行，经过几个月的比赛，最后评出了白金奖
一名（澳门科技大学 ARM 团队），金奖二名（中科院大
学 UCAS-Boys 团队，佐治亚理工大学 Stinger 团队），
银奖六名（广科代表队团队，天津大学北洋战队团队，
厦门大学快递来了团队，
西安交大 Robo-Hurricane 团队，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比特战队团队，
以及人大附中团队）
，
到场嘉宾为获奖团队颁奖。
8 月 5 日晚上，举行了 2017 IEEE 中国青年学者 女工程师 - 学生分会大会答谢晚宴，在晚宴上，IEEE
第十大区主席 Kukjin Chun 教授，IEEE 亚太区总监华宁
先生，IEEE WIE 协调员董晶女士，及各位嘉宾为 2017
年 度 优 秀 的 IEEE Beijing YP，IEEE Beijing WIE，IEEE
电子科大学生分会，IEEE 华北电力学生分会，IEEE 北
京交大学生分会，IEEE 郑州学生分会颁发了荣誉奖杯。
本次活动还得到了 IEEE 深圳大学学生分会、IEEE
南科大学生分会、IEEE 北大深研院学生分会、IEEE 中
科大学生分会的大力支持，特此也向这些学生分会颁发

University Student Bran respectively shared the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n holding IEEE activities.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5th, Prof. Liu Yunhun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Hisao
Ishibuchi from Sou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 Man-Wei Mark fro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TO Prof. CTO Howard Michel
from IEEE BUTECH Education respectively made a
wonderful keynote repor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5 th,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2017 IEEE-BUTECH Chinese Robot
Design Contest”hointly organized by IEEE and
BUTECH was officially opened;the contest lasted for
several months; finally there was one Platinum Award
winne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M Team), two gold award winner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CAS-Boys Tea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inger Team),six silver
award winners(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Beiyang Squadron
Team, Xiamen University Express Comes Tea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Robo-Hurricane Team,Shanghai
Institute of Micro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t Team and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Team); distinguished guest attendees
presented awards to the team winners.
On the evening of August 5th, reciprocal banquet
for 2017 IEEE China YP-WIE-Student Congres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enzhen was held. At the
banquet, President of IEEE Region 10 Prof. Kukjin Chun,
Director of IEEE Asia Pacific Mr.Hua Ning, IEEE WIE
coordinator Ms. Dong Jing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presented honor trophies to IEEE Beijing YP,IEEE
Beijing WIE,IEE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tudent Branch, IEEE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IEEE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tudent Branch and IEEE Zhengzhou
Student Branch that ha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2017.
The event was also strongly supported by IEEE
Shenzhen University Student Branch, IEEE SUSTC
Student Branch, IEEE PKUSZ Student Branch
and IEE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which were also specially awarded the best
organization trophy.

了最佳组织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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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AT 与应科院携手
研发 5G 技术

I2CAT joins hands with ASTRI to
develop 5G technology

■文·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2017 年 9 月 21 日，西 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研 究院
Da I2. Cat, Internet I Innovació Digital A Catalunya
(I2CAT) 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 应科院 ) 签署合作备
忘录，共同合作 5G 及其他相关技术的研发，而这些 5G
研发项目将会在香港及西班牙巴塞隆拿同步进行。
签署仪式在应科院刚成立的智慧城市创新中心进
行，
I2CAT 总监 Josep Paradells 教授及应科院副总裁 ( 新
一代通讯网络 ) 庄哲义博士在位于香港科学园内的智慧
城市创新中心分别代表签署。
合作机构双方将会就以下技术领域进行科技研发：
★ 5G 技术
·无线接入技术，包括新无线电 (New Radio, NR)
基站和终端、无线接入网络 (C-RAN)、大规模多入多出
天线 ( 多天线 ) 和车联网通讯 (V2X)；
·网络功能虚拟化、移动边缘计算、网络编排和网
络切片；
·端到端 5G 创新平台
★可见光通讯 (VLC)
·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和解决方案
I2CAT 及应科院亦同意就技术平台及应用的部署，
共同进行以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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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ptember 21st, 2017, Fundació Privada I2.
Cat, Internet I Innovació Digital A Catalunya (I2CAT)
– an R&D institution from Catalonia, Spain –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the Hong
Kong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STRI) to collaborate on 5G and other
related technologies. The 5G R&D projects will be
driven simultaneously from both Hong Kong and
Barcelona.
The MoU signing ceremony took place at ASTRI’s
newly opened Smart City Innovation Centre in Hong
Kong Science Park. Professor Josep Paradells,
Director of I2CAT and Dr Justin Chuang, ASTRI’s Vice
President of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represented the
two organisations.
The partner organisations will collaborat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technological research:
★ 5G Technologies
•Radio Access Technologies including New Radio
(NR) base station and terminal, Centralised-Radio
Access Network (C-RAN), Massive MIMO (multiple
antennae) and Vehicle-to-Everything Communications
(V2X);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sation, Mobile Edge
Computing, Network Orchestration and Network
Slicing;
•End-to-end 5G Innovation Platforms
★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VLC)
•High-accuracy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s and
solutions
I2CAT and ASTRI also agree to work together to
deploy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s for the
following initiatives:
★ 5G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in Hong Kong:
The 5G innovation platform will offer a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technology
companies,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tart-ups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ders The platform will facilitate
testing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C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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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 5G 创新平台：5G 创新平台将为研发人
员、技术公司、企业、初创企业和公共服务供应商等提
供新一代网络平台，以测试、开发与物联网和资讯及通
讯技术应用相关的创新解决方案。此平台将研发多项智
慧城市相关的应用，从金融科技至智能管理，以及智能
生活、车联网及公共服务。
★在巴塞隆拿的 5G 公开实验性基础设施：此项目
旨在促进全城的综合 5G 验证和实验测试，有助巴塞隆
拿的 5G 生态系统发展，
包括供应商、
营运商、
服务开发者、
中小企业和学术机构进行实验和验证多种 5G 技术的元
素和服务。
双方的合作将首先推动实时端到端 5G 测试平台的
部署，并利用应科院和 I2CAT 的应用技术，提供 5G 场
景的概念验证。可见光通讯应用的实地试验将包括主要
用于零售商店或博物馆广告的高精度室内定位，及用于
工业用途的自动导向车辆。
I2CAT 是由加泰罗尼亚政府和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在 2003 年共同成立的研发机构，其使命是促进公营和
私营机构及企业 ( 包括商业及科研机构 ) 之间的合作，
寻求先进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从而研发高效的工具和应
用。

related to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From Financial Technologies to smart governance to
smart living, connected cars to citizen services – a
wide range of Smart City applications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platform.
★ 5G Open Experimental Infrastructure in Barcelona:
The initiative seeks to facilitate city-wide as well as
laboratory testing for integrated 5G valid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t will enable the 5G ecosystem
in Barcelona, including vendors, operators, service
developer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explore and experiment
various elements and services of 5G technology.
The partnership will initially drive the deployment
of live end-to-end 5G testbeds, and proof of concept
of 5G scenarios leveraging enabling technologies from
ASTRI and I2CAT. VLC applications field trials will
include high-accuracy indoor positioning for targeted
advertising for retail shops or museums, and also for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s for industrial use.
I2CAT was foun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talonia and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atalonia
in 2003 with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s –
including commercial and R&D organisations – to drive
innovation in advanced Internet technologies aiming for
highly efficient tool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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