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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去
年 10 月 22 日至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广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广州推
动“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州、也是对广东的
重要指示要求。

这份通知的印发，可以说，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神的行动体现。

与此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城市，国家要求港澳广深四城均要发挥
引擎带动作用。所以，有媒体注意到，通
知表示，要让广州深圳这两座城市在大
湾区里发挥和增强“双核联动”的作用，
深化珠三角城市战略合作。

而有了广深的带动，珠三角才能再
次起飞。 这样，如通知所言，广东的“一
核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才有
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根据通知，力争到 2022 年，广州
要在城市能级、 经济规模、 创新带动
力、 要素集聚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能力方面明显提升。 在经济中心、枢纽
门户、科技创新、文化引领、综合服务、
社会融合等六大功能上取得新突破。
实现城市文明显著提升， 文化事业繁
荣兴盛，文化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岭南文化中心地位更加彰显； 现代服
务业持续快速增长， 内需动力充分释
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现代服务业
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营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现代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广州样本”。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通知》（下简称“通
知”）下发。

通知表示，要把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与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同等
的力度，全力推动实施。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要参照
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模式，牵头建立支持广州的工作
机制和特事特办机制。

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
方案，包括：

《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
彩行动方案》

《广州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
新出彩行动方案》

《广州市推动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
行动方案》

《广州市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出新出彩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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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
报道：10月 26日，“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间隙，巴基斯坦

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
中国， 这场会议让大家更好地了
解中国。

肖卡特·阿齐兹是此次“读懂
中国” 国际会议邀请的众多政要
之一。 他表示，“读懂中国” 会议
之所以能吸引众多国家和地区的
嘉宾、企业参加，关键在于全世界
对中国及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高度关注。

“今天大家讨论的质量非常
高。我们不仅在这里了解中国
的产品服务，也借此机会学习
了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 ”他
说，“当前的中国不仅是各种

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制造
者，同时也是创新者。 ”

对于广州，肖卡
特·阿齐兹表示，由

于他曾多次到访广州， 对这座城
市非常熟悉。在广州的机场，他窥
见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角。他说，
即使凌晨两点抵达广州的机场，
也能看到熙熙攘攘的景象。“我曾
在机场询问外国客人‘广州的吸
引力所在’。 不少外国客人表示，
在广州能找到具有价格优势的产
品和完善的服务。 ”

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
上的重要国家。肖卡特·阿齐兹表
示，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见证
者。“6年前，当‘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时，我是巴基斯坦的总理。我
和我的同事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倡
议的提出。 ”他说。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 倡议
的提出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他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设为
例谈到，该港口建设成功后，把当
地产品运送到世界各地， 连接了
卡拉奇和其他的经济中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报
道：37年间频繁来访中国的经历，
让来自荷兰的Ardi� Bouwers用
双眼读懂了中国的变迁。 10月26
日，在“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
会场， 荷兰莱顿大学中荷关系学
专家、媒体及跨文化传播教授Ar-
di� Bouwers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1982年，Ardi� Bouwers从广
东入境，首次踏进中国的土地。在
南京大学完成学业后， 她开始致
力于中荷关系的研究。

“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是
翻天覆地的。 ” 回忆起初入中国
的 场 景 ，Ardi� Bouwers 说 ，
“1982年，我住在广州沙面岛，那
会沙面岛还是广州的市中心。 但
就在今天， 在位于沙面岛几公里
外，涌现了广州塔、珠江新城等广
州新地标。 ”如今，Ardi� Bouw-
ers与广州的渊源还在继续。 作为

暨南大学的客座教授， 她每年都
会抽出一个月的时间， 来到暨大
教授相关课程。

如何读懂中国？“我会鼓励更
多的外国人亲自走访中国， 无论
是来中国读书还是从事其他活
动。 ”据她介绍，目前，荷兰外交
部已经开展了系列活动， 例如赞
助荷兰学生来中国进行短期学习
访问。“根据参与学生的反馈，他
们都非常希望能再次到中国进行
交流学习。 ” Ardi� Bouwers说。

此外，结合自己所研究的跨文
化传播领域，Ardi� Bouwers认为，
美食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良好载
体。 以广州为例， 广州的美食让人
印象深刻， 可以起到很好的承载作
用。同时，她认为广东省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 一直在不遗余力地
加大对外开放程度， 这也是外国友
人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梁栩豪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投资者期待怎样的营商
环境？ 政府、企业应该怎么做？
10 月 26 日，2019 年“读懂中
国”广州国际会议平行研讨会
上， 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
列夫内利埃夫、克罗地亚前总
统伊沃·约西波维奇、 全球化
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世界银行
高级经济学家马钦·皮亚考斯
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广汽
集团董事长曾庆洪等国内外
专家学者，政府、企业代表，围
绕“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
境”进行深入交流。

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
内利埃夫说，“感谢中国做的一
切， 感谢你们让全球的国际机制
依然是有效的， 它们对于我们的
公平竞争至关重要。 而且你们对
全球创新做出极大的贡献。 ”

“在我们国家，我们也很荣幸
能够有机会跟华为合作， 在信息
通讯技术领域当中携手探索新时
代下的信息通讯发展。 在这个过
程当中，需要大家首先团结，有足
够的耐心跟决心，齐心协力，解决
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 希望未来
的 5—10 年， 我们能在真正意义
上面去实现新时代的营商环境的
优化，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共同繁
荣。 ”他说。

“经济发展就好像是骑
自行车一样， 你不踩改革这
个轮子，就会停下来。 ”世界
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钦·皮
亚考斯基表示， 中国的改革
动力十分强劲，过去两年，中
国在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取
得极大进步，如上海、北京、
广州等城市， 营商环境应赶
超新加坡， 且在全球营商环
境报告中勇攀新高。

马钦·皮亚考斯基分析，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
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一是高
水平的公共投资， 二是劳动
力。 但目前，这两大引擎都有

所疲软。 这种背景下，中国的
第三个引擎是什么？ 马钦·皮
亚考斯基认为，是生产力、生
产效率。“把既存的生产力、
生产效率提高， 其中一个途
径就是要改善营商环境。 ”

他认为，改善营商环境，
能让现有企业更有竞争力，
让难以为继的企业离开市场
或被收购。 他特别建议，中国
还可以进一步开放， 让企业
家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投资，
不管什么地方的人来中国投
资， 都可以得到平等待遇。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将会
成功， 将会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

“政策是否稳定 、透明
和可预见，是影响中国营商
环境的核心要素。 ”谈及如
何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
境，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
主席、原中国入世谈判首席
代表龙永图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

龙永图认为，据他观察，
无论是海外投资者还是国内
的民营企业家， 在权衡中国
的营商环境时， 他们最关心

的往往不是政策的优惠程
度， 而是政策和营商环境的
稳定性，即在三年或五年后，
企业是否还能继续享有这些
政策带来的优惠。

对此，他建议，政府在制
定出台政策时， 需要特别注
意政策的稳定性和可延续
性，要努力营造一个透明的、
稳定的、 具有可预见性的营
商环境， 以减小政策变数对
于营商环境的影响。

“哪里市场好，哪里营商
环境好 ， 企业就在哪里投
资。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认为， 中国尤其是广州营商
环境的不断改善， 增强了国
内外企业到广州投资的信
心。

曾庆洪表示， 营造公平
的营商环境， 关键在于营商
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
化。 市场化，即怎么破除营商
环境的体制机制障碍； 国际
化，即怎么跟国际接轨，特别
是国际贸易规则接轨； 法治
化， 即怎么建立公平公正特
别是法治化营商环境。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营
商环境排名持续提升， 增强
了外商到中国特别到广州投
资的信心。 同时，作为改革开
放的前沿地， 广州的基础设
施、硬环境、软环境也得到了
外商的广泛认同。 广汽集团
在广州的发展让曾庆
洪深切感受到企业办
事流程在不断优化，一
系列改革举措解
决了“流程多、手
续多、 成本高、时
间长” 的痛点问
题，投资者的信心
大大增强。

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
环境，企业需要做什么？ 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
公平的营商环境不能光靠
政府。

她认为， 首先， 企业要
自律 ，要质量可靠 、遵纪守
法。“制造业首先要打造出
诚信的产品 ， 不能弄虚作
假。‘中国制造’四个字要在
世界上落地有声，必须从自

己做起，要不断研发、创造
新的技术。 走出去的品牌背
后，是质量和技术以及企业
诚信文化在支撑。 ”其次，监
管要到位。 在她看来，“管”
就是要打假。 严厉的管理、
优胜劣汰，可以让企业更好
地发展。

她表示， 随着企业责任
感的加强， 相信中国制造业
会越来越优秀，用更好、更包
容、奉献的精神为全球服务。

中国对全球创新贡献大

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
列夫内利埃夫：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马钦·皮亚考斯基：

营商环境提升生产效率

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
主席、原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
表龙永图：

投资者更关注政策稳定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企业要自律且遵纪守法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外商投资信心更强了

“中国通”荷兰专家每年都到广州授课

“鼓励更多外国人走访中国”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广东重磅支持
广州出新出彩
多举措全力提升经济中心、枢纽门户、科

技创新、文化引领、综合服务、社会融合功能
在全力提升经济中心功能

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广州要
抓的重点。

要成为先进制造业强市，强
调湾区城市间的合作。如提出建
设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与深圳
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合作，与佛山
共建万亿级产业集群；融入珠江
东西岸高端电子信息和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带，壮大八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打造国家服务型制造
示范城市和全球定制之都。

在打造现代服务业强市方
面，《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功能
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提出，要支
持广州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 包括建设粤港澳
专业服务集聚区。与深圳共同打

造国际多式联运中心、全球供应
链管理中心、 国际物流航运中
心。加快广州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
落地，争取试点深化外汇管理改
革。深化建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推动碳资产抵押贷
款业务。与深圳共同办好中国风
险投资论坛。

《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功能
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提出，全力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首先，提升
城市规划管理品质，推动一批省
级自然资源审批事项下放到广
州市，支持在南沙开展土地管理
改革综合试点。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方案
提出，要建立完善广州地区生活
垃圾分类协调工作机制，全链条

提升垃圾分类体系，加快处理设
施建设，打造全国垃圾分类样板
城市。

方案提出，培育提升医疗中
心功能， 争取国家呼吸医学中
心、中南地区国家区域儿童医学
中心等落户广州。

在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方面，
要率先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
平，开展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探索“大城市大养老”模式。 推
进高龄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商
业保险等试点， 建设社区嵌入
式养老机构。 同时，推进集体建
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培
育市场化住房租赁企业。 贯彻
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内
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
策， 研究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社
保制度衔接。

为完成目标要求，记者注意到，在
《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

行动方案》里，主要任务分成六大块，
并分解成 22 项。

●全力提升经济中心功能●全力提升枢纽门户功能
●全力提升科技创新功能●全力提升文化引领功能
●全力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全力提升社会融合功能

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六大主要任务

“四个出新出彩”方案亮点有哪些？为何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如何支持广州出新出彩？

目标任务有哪些？

加快广州创新型期货交易所落地

谋划建设广深第二高铁

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

国内外专家及政府、企业代表热议营商环境建设

营商环境核心在稳定透明

羊城晚报记者 冷爽

广州推动“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全力提升枢纽门户功能也
是方案的大亮点。

何谓枢纽门户， 第一层之
意， 自然是指交通枢纽门户。
而且 ，《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
功 能 出 新 出 彩 行 动 方 案》强
调 ，要提升广州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是海陆空全方位的
功能。

其中包括：加快建设国际物
流中心。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
群， 加快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
建， 推动第四、 第五跑道建设；
支持广深两地深化港口基础设
施建设合资合作，争取国际航运

保险增值税免税政策落地，加快
建设世界级港口群。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
“支持广州建设世界级高铁枢
纽”， 谋划建设广深第二高铁，
推进广湛、 广汕汕 （广州—汕
尾—汕头）高铁等标志性骨干工
程和广佛环线、穗莞深等城际轨
道项目，加快广州地铁线网向周
边城市延伸。

除了交通枢纽，第二层是指
国际信息枢纽。 这个与即将到
来的 5G 时代有关。 方案提到，
要培育引进核心企业 ， 建设
5G＋无人机（车 ／ 船 ）试验场地，

打造面向 5G 技术的物联网与
智慧城市示范区。 加快发展
5G+� 4K/8K 产业， 建设花果山
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 ，办
好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
会。 争取国家支持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 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和
深度融合。

第三层是指加快建设“国际
交往中心”。 除了继续支持“广
交会” 提升影响力和辐射面外，
还要与深圳共同争取国际国内
重大展会落户两市并合理布局。
其中特别提到了要创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