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崛起

惠州唱响产业集群
与浪漫山海“二重奏”

惠州“竞逐一流”的底气和潜
力，在大亚湾发展石化产业集群
的实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

11月5日，记者随采访团来到
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工地现
场，秋日晴空万里无云，挖掘机、
推土机在一马平川的工地上穿
行。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于
今年4月动工，总投资约100亿美
元，分两期建设。项目负责人介
绍称，场地平整工程正稳步推进。

作为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
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埃克森美孚
惠州乙烯项目从谈判、纳入国家储
备、纳入规划，到完成审批、正式开
工，耗时仅18个月就完成了原本
需要10年时间的工作。

“这是一个奇迹。”埃克森美
孚乙烯项目工程师丹尼尔如此评
价项目的场平工程，参与过许多
世界级项目，他依然认为，“这是
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实践”。

今年5月，中海壳牌惠州三期
乙烯项目签约。据中海壳牌公共
事务总监唐凤灵介绍，三期预计总
投资396亿元，年产值超380亿元。

2018年 5月，中海油惠炼二
期、中海壳牌化工二期项目全面
建成投产，园区炼油生产能力达
到 2200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达到220万吨/年。

中海壳牌等产业“龙头”拉开了
大亚湾石化产业发展的序幕——优
质稳定的石化原料供应拉长了中下

游产业链，一批优质石化企业的目光
投向地处大湾区东岸的惠州大亚湾。

大亚湾石化产业园区内，记者
看到连片的石化装置规划齐整，

“隔墙供应”管道设施将石化产业
链上下游环环相扣。

“作为首批落户大亚湾石化区
的企业，中海壳牌见证了惠州石化
产业的崛起。”唐凤灵说道。

如今，大亚湾石化区成为国家
重点建设的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
一，炼化一体化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百鸟朝凤，百川朝海。随着
埃克森美孚、中海壳牌惠州三期
等“巨无霸”项目动工，园区的石
化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产业集
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降低企
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形成产业
链竞争优势。惠州大亚湾深谙此
道——近年来，大亚湾石化产业
园大力实施产业链招商选资，引
进龙头带动型和创新型产业链，
大集群之链已然成型。

“‘巨无霸’石化项目的落地，
有利于大亚湾实现原料‘就地取
材、隔墙供应’，与各产业集群相
互融合、共同促进、共生发展。”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
力曾如此评价惠州大亚湾石化产
业集群的崛起。

今年1-9月，大亚湾石化区总
产值已超千亿元，稳步迈向“世界
级石化产业基地”的目标。

迈向“世界级”
石化区打造万亿产业集群

A

擦亮“绿宝石” 大亚湾坚持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B

千年惠州吹响“建设国内一流城市”的冲锋号角，倾情
谱写“竞逐一流”的奋斗乐章。湾区看惠州，石化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技术……蓬勃崛起的产业集群，与绿水青山和
浪漫山海交相辉映，惠州的城市魅力日益彰显。

日前，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为期三天的“新发展
新作为新惠州”主题采访，走进惠州大亚湾，记者从大亚湾
石化区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的奋斗轨迹中，看
到惠州推动产业集群与绿色生态和谐发展的壮丽蓝图。

争相“聚惠”的百亿级项目融汇成万亿产业集群，在山
海相依的惠州大地熠熠生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击响经济
产业与自然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乐章。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吴大海 李海婵 通讯员 刘智慧 丁雪花

11月 5日，记者乘车驶过大
亚湾石化产业大道中，一块黑色
电子面板竖立道路一侧。屏幕上
实时显示“大亚湾石化区空气检
测数据”相关指标，二氧化氮、硫
化氢、苯等检测项目的浓度和达
标状况一应俱全。

2018年，全省首座空气特征
因子自动检测系统在大亚湾建成
——这是大亚湾石化区践行绿色
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体现。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2年，
大亚湾石化区开始实行封闭式管
理；201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危
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在大亚湾
石化区落成；石化区还率先开展
企业地下水监测，委托第三方开

展 VOCs排查整治；2017年，大
亚湾石化区获评国家第一批“绿
色园区”。

如今，面积 2.33平方公里环
石化区绿化隔离带环绕石化区周
边，成为大亚湾一道独特的风景。

近年来，大亚湾石化区坚持
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对标世
界一流石化园区建设基础设施，
完善公共工程配套体系。“绿色”
与“发展”并行的主基调，为大亚
湾石化区迈向建设世界级石化产
业基地的目标奠定了生态基础。

百亿级重磅项目情定大亚
湾，不仅仅是因为其产业集群发
展的“磁吸效应”，更是其践行绿
色、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担

当。
这里，沙滩岛屿、现代产业、

山湖丛林应有尽有。绵长的绿道
串起山城河海，产业集群与生态
环境和谐发展——石化园区万亿
产业集群日益壮大，红树林城市
湿地公园美如画卷，板樟森林公
园游人如织……

大亚湾如一颗焕发光彩的
“绿宝石”，镶嵌在湾区东岸。

立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时
代起点，惠州奋勇争先塑造一流
的实力、环境、人才和生活品质，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一流城市，
而大亚湾绿色石化产业基地，已
成为惠州“竞逐一流”的重要支撑
区。

唱响“二重奏”
惠州争当湾区发展引擎与生态担当C

岭东雄郡千帆竞，勇立潮
头歌风大。今年 4月以来，40
多个大项目、5000多亿元情定
惠州，粤港澳大湾区凝聚出一
股强劲的“惠州引力”。

石化能源新材料产业先后
迎来埃克森美孚、中海壳牌、宇
新轻烃综合利用项目等百亿元

“巨无霸”项目；总投资达150亿
的“慧湾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港项目”整装待发；总投资 820
亿元的恒力集团石化中下游及
新材料项目签约……大项目抢
滩登陆，展现出惠州成为湾区
发展引擎的实力。

“我们有信心在这里建设
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万
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万成信
心十足，今年 9月，总投资约
600亿元的万有（惠州）国际旅
游度假区项目落户惠州。陈万
成的信心，源于惠州优越的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产业前景以
及其孕育的庞大消费市场。

2019年7月，广东省委、省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
见》指出，惠州应强化石油化工
产业空间集聚，培育壮大绿色
石化产业集群。

“用8—10年打造石化能源
新材料和电子信息产业两个万
亿级的产业集群！”惠州市委、
市政府进一步明确，要推进世

界级石化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建设，形成大亚湾石化区、惠州
新材料产业园、稔平半岛能源
科技岛“三足鼎立”的产业集群
发展态势。

如今，大亚湾世界级绿色
石化产业基地强势崛起，仲恺
高新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群蓬
勃发展，惠东稔平半岛“国之重
器”中科院两大科学装置惊艳
四方。

蓝图的另一面，惠东县铁
涌镇考洲洋红树林湿地公园，
鹭鸟蹁跹，红树茂密；罗浮山
下的博罗县长宁客家婆景区向
游人娓娓讲述千年客家记忆；
280多公里的海岸线演绎绵长
的“蓝色浪漫”……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生态，
惠州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惠东县副
县长杨伟斌指着考洲洋红树林
湿地公园感慨，“以前考洲洋的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经过整治
修复后，现在环境和水质都得
到明显改善。”

湾区时代看惠州——粤港
澳大湾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优
质生活圈，惠州既是发展引擎，
也是生态担当。筑梦湾区，一
个酝酿着强大发展能量的新惠
州正蓄势待发，吹响竞逐一流

“集结号”。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德钢、唐
波、王俊伟摄影报道：11月10日，
中国文明网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
誉称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
单，东莞市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这已经是东莞自 2008年首
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后，成功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
冠”。殊荣的背后，离不开东莞特
色城市管理的有力支撑。

据了解，2019年1月，东莞市
委提出“顺应湾区时代城市群发
展潮流，突出以品质取胜”，全力
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莞”。随
着这一口号的提出，东莞实施了
城市品质提升“六大工程”，总投
资超过1576亿元，启动建设353
个项目。东莞城管系统也铺开了
如东莞大道绿脉提升、东莞植物
园二期建设、“千景绣东莞”等多
个民生工程项目。

一直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在城市精细化管理

方面持续发力，注重城市品质内
涵提升，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和世
界级城市群，高标准推进城市升
级。同时推动政媒互信合作，打
造新型政府公共关系，深化东莞
特色城市管理文化氛围格局建
设，为“湾区都市”赋能。

再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是东莞城市管理工作不断进
步和完善的直接体现，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之路上，东莞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许多亮
眼的数据交出答卷。

今年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继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提档升
级，1-9月，共发现全市城市管理问
题30208处，落实整改29603处，整
改率达到98%；1-9月已回收有害
垃圾48.6吨；推进2900万平方米违
法建设治理和泥头车专项整治。
1-9月，全市已完成新建、升级改造
公共厕所402座，完成率达67%，正
启动施工公共厕所199座。

特色城市管理助力东莞
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11日，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
在广州羊城创意产业园羊城晚
报社全媒体指挥中心举行，东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官宣“联姻”，双
方将在打造新型政府公共关系
案例、深化东莞特色城市管理文
化氛围格局建设、服务东莞市民
幸福生活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等方面作出共同努力。

签约仪式当天，寓意东莞城

市管理“人性+智慧”双核心模式
的“莞家小智”正式对外发布。

“莞家小智”作为城市管理
与大众沟通的桥梁，形态类似智
能机器人，左右两边的“涡轮驱
动装置”，象征东莞城市管理充
分发挥人性化和智慧化的双核
心管理模式，通过双轮驱动不断
提升，让东莞城市管理既符合东
莞城市特色，又为全国乃至全球
的城市管理提供借鉴方案。

东莞城管携手羊城晚报
共同深耕特色城市管理文化

中新广州知识城在北京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释放信号

推动赋予知识城更多改革权限

羊城晚报讯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记者陈泽云、、
通讯员粤调报道通讯员粤调报道：：11日，国家统
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广东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
10月 份 ，广 东 CPI同 比 上 涨
0.1%，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1.0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首次“破1”，
进入到价格微涨区间。

广东 CPI为何能破“1”，是
否意味着通缩的出现？事实上，
记者梳理发现，导致10月份广东
CPI破“1”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同期的基
数较高，去年同期 CPI上涨了
4.6%，属于比较高的涨幅，对今年
的CPI涨幅带来不小的影响，导致
今年同期CPI涨幅大幅回落；另一

方面，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也
给10月份CPI涨幅回落创造了条
件。数据显示，10月份猪肉价格同
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22.5个百分点；畜肉副产品、其他
畜肉及制品、牛肉、羊肉价格分别
上涨12.5%、9.7%、9.9%、8.1%，同
比涨幅较上月均有所回落。整体
上看，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
上月回落4.4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10月份广东CPI
增幅能够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更多的是稳定价格措施作用发挥
的表现，市场供需状况总体稳定。

从环比上看，10月份CPI由
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其中，
食品价格下降0.8%，降幅较上月

扩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
约 0.2个百分点。食品中，生猪
生产持续恢复，猪肉价格下降
3.9%，降幅比上月扩大 2.7个百
分点；受台风、气温下降等因素
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1.5%；受苹
果、国产红提等应季水果供应充
足、蜜柚等水果临近退市价格下
跌等因素影响，鲜瓜果价格由上
月上涨1.6%转为下降1.6%。

非食品中，“黄金周”拉动旅
游、出行、娱乐消费趋旺，推动部
分服务类价格涨势明显。其中，
飞机票价格上涨 14.2%，旅行社
收费价格上涨5.4%，旅馆住宿类
价格上涨3.9%，其他住宿价格上
涨6.7%。

广东10月CPI同比上涨0.1%
CPI能重回“1”字头是去年基数较高和肉价大幅度下跌所致

羊城晚报讯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菲记者侯梦菲、、通通
讯员王娅报道讯员王娅报道：：11日，2020届广
东省劳模工匠本科班开学典礼在
广东工匠学院举行。今年，广东
省劳模工匠本科班共有72名新
学员。据悉，这已经是省总工会
联合省教育厅连续第三年开办劳
模工匠本科班，目前已有252名
劳模、工匠接受本科学历继续教
育，学费由省总工会承担。

今年，省总工会、省教育厅
继续与华南师范大学、南方医科
大学、广东开放大学、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等院校合作，开办广东
省劳模工匠本科班，为劳动工匠
提供接受高校继续教育本科教
育的机会。

劳模工匠本科班开设有行政
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标准化工
程、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由学员
自主选择。值得关注的是，在以
往基础上，今年广东省劳模工匠
本科班专门与南方医科大学合
作，新开设了护理学专业。

据悉，自2018年起，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
信精神，广东省总工会联合省教
育厅开办了全国首家省级工会
劳模工匠本科班，资助符合条件
的广东省内市级（含）以上劳模、
工匠接受本科学历继续教育。
至今，有252名劳模工匠学员参
加学习。

72名劳模工匠免费读本科
今年新增护理学专业本科班

羊城晚报讯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报记者梁栩豪报
道道：：11日，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中
新广州知识城专题新闻发布会。
这是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
知识城）首次在京举行的国家级
发布会，会上详细解读了《中新广
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阐
释了知识城的战略定位、发展目
标、工作重点等。

此前，广东省政府已印发了
《规划》全文，其中明确知识城要
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家知识中心，着力打造知识创造
新高地、国际人才自由港、湾区
创新策源地、开放合作示范区，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重要引擎。

发布会上，国家、省、市、区
各代表详细解读了《规划》，表明
了要以更大力度支持知识城建

设的决心，明确了贯彻落实《规
划》的方向，共同推动知识城向
更高起点、更高水平、更高标准
发展。

知识城已形成“三
集群两高地”

知识城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重大创新载体之一，是中国
与新加坡共同打造的国家级双
边合作项目和国际化知识创新
平台。

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彭刚表
示，知识城项目在前期中新双方
合作基础上，于 2018年 11月正
式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
目前已成为中新共建“一带一
路”的新亮点和新方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新平台。今年是
知识城第一个10年建设的收官

之年和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
项目2周年。发布实施《规划》，
是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加
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体现，
是全面深化国际产业合作、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是优化
科技投入产出结构、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举措。

广州市黄埔区区长、中新广
州知识城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
勇介绍，历经10年发展，知识城
已经建设形成了“三集群两高
地”的创新发展格局，即由王晓
东、施一公等一批院士领衔的全
球顶尖的生物制药产业集群，以
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一条量产 12
英寸晶圆的生产商粤芯为龙头
的集成电路产业化集群，以宝能
汽车、小鹏汽车、百度阿波罗智
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已建成的全国唯一
实现“专利、商标、版权”统一管
理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元素最集中的高地，正在全力建
设的中国纳米科技创新能力最
强的产业化高地。

继续推动知识城创
新政策举措

记者注意到，发布会上，国家、
省、市、区层面均释放出要以更大
力度支持知识城建设的信号，知识
城将被赋予更多改革权限。

彭刚表示，商务部将继续推
动知识城创新政策举措，提升国
际合作水平，全力打造对外开放
新高地。其中，坚持新发展理念，
体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势，
从汇聚知识型人才、发展知识型
经济、打造知识创新高地、吸引国
际创新人才等方面精准施策，深
入推进开放合作，切实推动有关
合作落地见效，更好服务于“一带
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同时，依托中新双边合
作机制，加强双方政策、规划对
接，深化知识产权、优势产业、城
市管理等重点领域合作，并加快
推进建设今年9月已启动的中新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区。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

表示，广东省将重点从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创新极、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引进和落地一批
重大合作项目三个方面支持知识
城发展。其中，将进一步推动下
放更多的省级管理权限，支持知
识城出台专项改革举措和政策措
施，重点在要素配置市场化、产权
保护、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
进行突破性探索。将加大中新联
合招商力度，推动一批跨国企业
在知识城设立区域性总部。

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志英表示，广州将全面赋予知
识城市级经济管理权限，重大改
革举措优先在知识城试点，支持
试点实施香港工程建设审批模
式；支持知识城用地规模单列，
承接省级用地报批审核权限，探
索混合型产业用地供应新模式；
建立知识城专项发展资金，落实
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

陈勇表示，黄埔区将加快知
识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
成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

大亚湾石化产业园区大亚湾石化产业园区

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工地现场

““莞家小智莞家小智””发布现场发布现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育新机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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