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城两区”先行，引领深圳新一轮创新行动 01

总第 323 期　2021.06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

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总第 323 期  2021.06

综研快参

“两城两区”先行，引领深圳新一轮创新行动

—————— 汪云兴 ——————

8 月 17 日，在深圳先行示范区《意见》公布两周年之际，深

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领导小

组召开会议，研究审议了《关于支持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建设的若干

意见》。至此，深圳市委市政府谋划的关于科技产业创新的“两城

两区”（光明科学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深圳国家高

新区坪山园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四大平台全面落地，将对未来

深圳科技产业发展带来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影响，有力支撑深

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图片资料来源：CDI 公共经济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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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层次平台体系构建深圳 2035 创新空间格局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以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平台建设为抓

手，推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规划等落地实施。《深圳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公示读本指出，依托深圳国家

高新区、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市级新兴产业片区等，优化形

成定位清晰、链条完整、资源集聚的“1+7+N”的全域创新空间格局，

为建设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提供坚实保障。为整合资源、集中力量，

加速推动重大科技产业平台建设，2020 年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光明

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有关支持意见，今年市

委市政府又发布了深圳高新区坪山园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第三、

第四个支持意见，这是市委市政府支持区域发展，打造全新增长极

的战略部署，这在深圳经济特区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是极少见的，

将对于深圳构筑全域创新空间新格局带来长期性、战略性影响。

图片资料来源：《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公示读本。

二、“两城两区”协同共筑科技产业创新的先行支柱

结合深圳长期科技产业创新战略安排和近期亟待解决的突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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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棘手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先行发布四大平台的支持意见，作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抓手，也有利于打造构筑深圳 2035 全

域创新空间格局的先行示范平台。

（一）光明科学城：科学创新的核心区

光明科学城承载着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的使命，深

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集中度、显示度关键在于光明科学城，因

此他的核心功能在于基础研究、科学创新。根据空间规划纲要，光

明科学城规划面积约 99 平方公里，东、南至光明区边界，西至龙

大高速、茅洲河，北至深莞边界，将构建“一心两区”的总体空间

布局。市委市政府出台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光明科学城的规划建

设的三阶段目标：到 2025 年，初步形成世界级科学城的核心功能。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国际化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

展望到 2050 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持续产出

大量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性成果，成为新一轮国际科技产

业革命的策源地，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引擎。

图片资料来源：光明科学城空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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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开放创新的先导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将合作区定位为国家

级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重大合作平台。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以下

简称合作区）横跨深港两地，处于“广州 - 深圳 - 香港 - 澳门”科

技创新走廊的关键位置，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广泛辐射内陆腹地和

国际市场，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市委市政府的意见指

出，合作区深圳园区将在国际化、市场化探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探索深港协同开发模式，创新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

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建设成为深港科技创新跨境合

作先行示范区、国际先进创新规则试验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

放创新先导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中试转化集聚区。

图片资料来源：深圳市政府官网。

（三）坪山高新区：产业创新的新高地

深圳坪山高新区地处深圳东部发展的重点区域，总面积约 51.6

平方公里，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与工业基础。2019 年，深圳

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将高新技术产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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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坪山园区划入深圳国家高新区范围，加快形成“一区两核多

园”的高新区总体布局，规划面积由 11.5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59.48

平方公里，相当于扩区前的 14 倍。扩区后，深圳高新区以全市 8%

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约 25.5% 的 GDP。今年，市委市政府出台

支持坪山高新区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政策先

行先试，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建设一流的高品质产业空间，着力

将坪山高新区打造成为集高起点规划设计、高标准产业布局、高品

质配套服务、高效能制度保障于一体的世界级高新技术产业策源地

和集聚地。

图片资料来源：坪山区政府官网。

（四）西丽湖国际科教城：融合创新的最佳地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以下简称“科教城”）规划面积约 70 平

方公里。科教城区位优势独特，高等教育资源密集、高端人才集聚、

高新技术企业云集、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产学研用合作紧密，已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教资源最集聚、知识密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2020 年底，科技部、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

发“部省市”共建方案，支持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建设。2021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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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明确支持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建设。《深圳市南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三大战

略工程之一就是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以鹏城实验室为总牵引，以国

际化开放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集群为核心，完善“部省市”共建

机制，深入推进科教体制改革，按照“一心两轴三区”的总体空间

格局，加快集聚国际优质创新资源，推进科技、教育、产业、金融

紧密融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世界级融合创新策

源地。

资料来源：《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总体发展规划战略研究——“部省市”共建引领

参与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相应片区空间规划等。

三、“四链协同”引导“两城两区”联动发展

近期，市委市政府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提出要加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有机衔接，着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支撑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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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高地。“两城两区”在深圳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功能定

位各异，有利于率先形成错位协同、合力发展的良好局面。建议政

府部门要统一认识，围绕四大平台功能定位，聚焦和衔接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科技创新

资源布局，完善平台配套环境，促进区域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深圳科技创新的整体发展活力和效能。

（一）坚定整体协同思维

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理念，保障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资源和空

间，统筹资源配置，完善区域硬条件和软环境，加大力度支持“两

城两区”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形成“特色显著、

功能突出、错位协同”的科技、产业创新空间联动发展格局。

（二）统筹科技资源配置

科技和产业部门要结合各平台功能定位，精准实施科技资源配

置计划，合理布局大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机构、诺贝

尔奖科学家领衔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前沿交叉平台、重点实验

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基础设施，防止科技资

源错配和区域盲目竞争。

（三）引导创新要素流动

科技和产业部门要营造有利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

统筹重点产业项目和人才团队等资源配置。各平台要加大招商引资

和招才引智力度，制定差异化、定制化的人才引进和项目引进政策，

以差异化功能为导向吸引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龙头企业和高成长

性创新型企业落户。

（四）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实施四大平台质量效益提升计划，完善交通、信息、商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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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等配套设施，切实优化区域硬条件与软环境，建设一批精准定位、

配套完善、产城融合的智慧型、生态型的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产

业园区、生活社区等。

（本文参考了 CDI 课题组前期有关课题研究成果、深圳市政府新

闻办新闻发布会有关文字实录等。）

汪云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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