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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综研院”），
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9 年 2 月在深圳经济特区
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
2015 年入选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
位。
综研院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
要，致力于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提供具
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实操性的研究咨询服务。主
要研究领域有：国家宏观战略、区域经济、城市化、
产业发展和政策、以及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自成立以来，综研院不断探索完善有利于社会智
库发展的机制和运作模式，将研究与咨询有机结
合，成为国内各类智库中具有市场化特色和活力
的一个新型智库。
综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院共
有员工 120 名，其中 70% 为研究咨询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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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工作概述
2016 年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局之年，我院
智库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研究咨询工作继续
取得新成绩，圆满完成深圳市委、市政府重点课题研究，举
办了系列学术会议论坛，探索与国际智库合作开展研究项目，
探索智库体制机制创新，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全院员工以饱
满的热情，面对新契机和新挑战，开拓创新，共同拼搏，为
推进建设国家高端智库而不懈努力。

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
2016 年，我院继续坚持“智库 + 咨询”的研究模式，发挥调研“接地气”，决策“可
落地”的优势，走特色和专业化道路，形成一批好的咨政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决策。
在光明日报社举办的 2016 中国智库年度影响力“十大”评选中，樊纲院长高票当选为
2016 年度“十大智库人物”。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年度《中国智库透明度报告》中，
我院位列百家智库的榜首。

（一）形成一批国家高端智库咨政研究成果
1、集中院内外各方面专业研究力量，聚焦国家发展急需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和舆论
热点领域，找准契入点，形成高水平“策论文章”。在报送的一批研究报告中，已经有一
些报告得到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采用。
2、将有关研究动态和智库信息及时报送给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有一批成果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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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刊上发表。
3、积极认领中央各有关部委的委托课题，圆满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二）配合中央工作重点及时发声，在国内外形成影响
1、樊纲院长完成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约稿工作。另外，还专门接受央视英语频道专访，
解读 G20 杭州峰会各项议题；两次接受彭博电视采访，分析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管制相
关问题。
2、紧密配合中央工作重点进行舆论引导。就“两会”、“十三五规划”、“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人民币国际化”、“G20 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大
主题，积极对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瞭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网等国家主流媒体，
通过多种方式解读中央政策，正面引导舆论。同时发挥我院在港澳研究领域的优势，利用
凤凰卫视、大公报、香港文汇报、信报等港澳媒体，解读中央各项政策下的港澳发展机遇。
3、创办《国家高端智库观察：中国经济月报》和英文研究动态《CDI Newsletter》
两份专刊，同时发送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和重点智库、国际智库、媒体和跨国企业，扩大国
际影响。
4、创办“综研国策”专栏，扩大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我院与国务院新闻办主管的
中国网合作开设“综研国策”专栏，发动全体研究人员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撰
写评论和建议文章，反响良好。中国网正在将“综研国策”专栏作为优秀作品申报。

（三）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1、“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承担习近平总书记与刚果（布）
萨苏总统签订的被外交部王毅部长在记者会上称为中非合作三大工程之一的刚果（布）黑
角经济特区规划研究；承担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国的中资产业园区、埃塞俄比亚德力达瓦
工业园区，以及联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的规划研究。
2、发挥我院专业优势，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承担的国家商务部部级课题“‘走
出去’战略升级研究”通过商务部举办的专家论证会；开展“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贸
地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战略规划、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项目的研究。
3、在意大利、希腊与欧洲智库共同举办“一带一路”主题研讨会。

（四）探索创新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经验
1、完善智库管理体制和架构，成立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同时调
整部门管理架构，改组成立“智库研究与信息部”和“智库交流与合作部”，加强对智库
工作的统筹与协调，提高智库研究与国际合作交流水平。
2、探索建立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相关工作机制。按照全国社科规划办要求制定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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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管理制度，此外，还在实际工作中，创新出台一系列
管理制度，为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保驾护航。
3、积极探索“智库基金制”的发展模式。我院主导发
起的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马洪基金会，在支撑
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有关公共政策研究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
面向社会评选的“中国软科学奖”，还对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试点单位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后面的研究支撑和基础性研究进行公开奖励。

（五）得到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主要领导的肯定
1、3 月，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领导一行来我院举行专题调
研座谈会，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情况，听取了我院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并作重要指
示。
2、樊纲院长代表我院参加了 10 月举行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
做工作情况汇报。会上，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主要领导充分肯定了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取得的成绩。

二、稳步提升公共政策研究水平
2016 年，我院持续关注国家开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议题，承担各级
政府及国内外机构委托的多项研究课题，并自主发掘研究领域，不断提升公共政策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一）自主研究课题取得新突破
1、汇集全院力量，完成 2014-2015 年度中国开放系列研究，出版《中国开放褐皮
书（2014-201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
2、出版《“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汇集我院 2015 年北京年会的讨论成果，
并邀请胡鞍钢、巴曙松、贾康、王建等多位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撰稿，集
中探讨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以及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问题。
3、发布《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报告》（第八期），本期主题是“走进西安”。
4、与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合作完成著作《改革就是创造 : 一个县域
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这是我院城市化所对湖南省长沙县深化改革的全息样本分析，为
县域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5、截至 2016 年，我院成功举办 134 期银湖沙龙。根据沙龙议题整理出版《我们的深圳》
和《我们的乡村》两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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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唐杰教授专著《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并在我院举行发布会及“中国经济转型座谈会”。
7、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所著《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出版。该书重点
研究香港经济面临的困局和挑战，探索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之路。

（二）承接国内外机构重大课题
1、抓住机遇开拓国际咨询服务项目的新路径。我院区域所自 2012 年起配合“一带一路”
尝试开展境外园区的咨询业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一是承担中非基金的《刚果共和国黑角经济特区综合研究》；二是与中国武夷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承接《肯尼亚的 Kilifi 产业园区综合研究》和《BOMAS 国际会展中
心投资预可行性研究》；三是继续完成埃塞俄比亚的后续项目，承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德雷达瓦工业园可行性研究》；四是与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斯里兰卡区域
公司开展合作，研究汉班托塔经济特区的规划和政策法规问题；五是与香港环球实业公司
合作研究在朝鲜设立南浦综合保税区的可行性问题。
2、持续深入开展港澳问题和深港合作研究。随着港澳发展格局的变化，我院港澳研
究在以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主的基础上，开始向政治及行政管理研究领域扩展。向中央有
关部门上报多项研究报告供决策参考，承担国家有关部门、澳门有关机构委托的课题研究。
在深港合作研究方面，力求因应实际变化而与时俱进，承担市委市政府年度重大研究课题
《新时期推动深港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研究》，完成《深港边界地区开发建设政策建
议》和《深圳口岸发展战略研究（2016-2030）》等课题研究。

（三）完成深圳市委市政府重大研究课题
1、2016 年我院承担深圳市政府定向委托重大研究课题，分别为《深圳科技金融发展
的经验、问题与对策研究》、《原特区外“村改居”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实现深港合作新突破的对策研究》、《加大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深圳分享经济发展》、《基
于承载力的深圳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五项研究课题均
顺利通过评审，并由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刊发在“内部参
阅”件，报送市领导、各区各部门参阅。
2、完成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来我院调研布置的
研究任务：《深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深圳市基层治
理体制改革研究》和《深圳城市东进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
研究》。2016 年 4-5 月，三个研究报告完成并呈报马书记，
获得重要批示。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已得到有效转化，深
圳市政府正在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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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专业优势，形成特色咨询
1、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在产业规划、区域规划、投资可行性研究等传统业务领域取
得显著成绩。一是设立东进战略研究中心，并将其布局在实施东进战略的最前沿，承担坪
山高新区综合规划、产业规划、管理体制研究、重大产业专题研究等，开启智库合作新模
式；二是继续强化产业规划的主导地位，先后承担《招商局东莞长安新区的产业规划》、
《赣州加工贸易承接示范地产业规划》、《株洲云龙示范区产业规划》等咨询项目，着力
构建以产业规划为核心的“212”咨询服务体系（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投资可研和融资
方案、管理运营方案）的建设和实施；三是受南山区政府委托，承担《南山建设“四个中心”
行动策略研究》工作，形成“1+4”报告，即 1 个总报告 +4 个专题报告；四是继续推进
投资可行性研究和企业管理咨询，承接深圳深装总等一批企业的 IPO 投资项目咨询服务，
继续巩固在企业上市募投方面的竞争优势。
2、城市化发展研究所继续以四个“基地”为基础，巩固市场，逐步形成系统化的知
识积淀。一是巩固闽东南、重庆、广东佛山、华夏幸福等四个“基地”；二是利用与华夏
幸福集团合作的契机，集中主要力量，对城市发展的战略框架、城市运营体系等进行系统
研究和梳理；三是为贫困地区开展“智力帮扶”，承担四川省开江县产业园区系列规划工
作，结合长期服务广东顺德的优势，“撮合”双方做资源对接 , 为国家高端智库以智力推
动贫困地区的发展积累新经验。
3、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
一是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相关课题研究，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战略规划
研究》、《广东沿海港口“十三五”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前海蛇口自贸区通关体制机
制创新的研究》等课题，继续参与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研究，完成《喀什地区
电子商务规划》、《喀什开发区条例》的编制任务；二是深入展开物流与供应链专业领域
的研究咨询，完成《深圳港航“十三五”发展规划》等系列专题研究项目。
4、公共经济研究所持续围绕深圳城市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研究和咨询。一是全面参
与《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的编制》工作，为全市未来可持续创新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深度参与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建设研究》，提升深圳在世界科技产业创新版图中的位置。
5、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立足海洋研究，紧跟市场需求，不断优化海洋研究
+ 咨询的服务模式。一是依托多年的海洋经济调查与统计研究基础，承接《广东省第一次
全国海洋经济调查“非沿海 7 市海洋经济调查”》、《东莞市海洋经济调查统计》等课题，
形成了一套全流程的综合解决方案；二是承接《广东省深水网箱发展软科学研究》、《深
圳市海洋研究院组建方案对比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基本形成珠三角核心城市全覆盖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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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网络；三是承接《联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服
务市场逐渐向海外扩展。
6、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开始将对地方金融的长期研究转化释放为咨询项目。一是
与英国 Z/Yen 集团合作编制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 出版《第八期 CDI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走
进西安》；二是在与深圳市金融办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山东济南、四川成都等地金
融主管部门的长期合作关系；三是承担深圳市属国资国企系列咨询项目，积极探索更加面
向市场的企业合作项目，力争把咨询服务从中观金融层面深入到微观金融层面。
7、城市发展与园区经济规划研究所致力于旧工业区更新改造项目的产业规划和可行
性研究。一是在工业区更新改造研究咨询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完成区域性、综合性的旧工
业区更新课题，如《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区改造升级综合研究及整体行动计划》；二是在完
成河南省新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及行业结构等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基
础上，完成《新乡市“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工作。
8、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继续发挥对深圳市商贸流通领域的研究优势。一是基于多年
的商业网点历史数据库，完成《深圳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圳市商业
网点规划（2016-2020）》等系列项目，为深圳市商贸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研究和规
划支持；二是继《前海深港合作区综合规划》之后，完成《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前海蛇口片区综合发展规划产业规划研究专题报告》，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规划建设提
供产业规划研究支持。
9、新经济研究中心深入推进新经济领域的研究与咨询，积极参与热点焦点问题讨论，
提升我院在新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开展了一系列公共研究和课题咨询，壮大我院在新经济
领域的研究实力。
10、积极筹划北京事业部 ( 筹 )，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通过资源合理配置，与院本部
研究团队联合开展研究咨询，探索院业务拓展新模式，取得良好开局。

四、依托研究咨询，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
2016 年，我院继续拓展同国内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探索与国际智库合作开展研究
项目，积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与交流活动，提升我院在国内与国际的影响力。

香港问题研讨会。4 月 3 日，我院举行主题为“创新科技发展与香港青年创业就业
问题”研讨会，探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及香港青年创业就业问题。

中国智库论坛暨北京年会。5 月 7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我院主办
的“2016 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北京年会”在京举办。主题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机制与挑战”，旨在探讨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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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6 月 18 日，我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及深圳
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樊纲院长、康奈尔大学东
亚研究中心罗斌主任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特大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城市物
流、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

第二届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6 月 25 日，我院主办第二届“深圳东进战略专
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东进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实施东进战略与区域综合
交通规划的新路径、推进东进战略与创新制造业等议题展开讨论，为全面落实东进战略提
供决策参考。

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论坛。7 月 5 日，由我院和济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济
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樊纲院长就济南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机遇和挑战
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智库论坛暨深圳年会。8 月 6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我院发起
主办的“2016 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年会”在深圳举行。主题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路径、风险与创新”，研讨中国市场如何与国际接轨，中国企业如何主动
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及如何防范风险等问题。

中日经济合作展望圆桌对话会。8 月 22 日，我院举行“中日经济合作展望”圆桌
对话会。前日本央行官员、著名金融学者露口洋介、日中产权交易所株式会社社长上岛健
史等日本专家学者与中方研究人员就如何开展中日经济合作进行交流与对话。

第五届慈展会闭门会议。9 月 23-25 日，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
深圳举行。期间，我院主办了议题委员会闭门会议，邀请来自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
香港与内地的公益名家，共同探讨了公益发展中制度设计、社区治理的路径机制以及慈善
法制的制定实施等问题。

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会。 9 月 27 日，我院与英国 Z/Yen 集团联合在上
海陆家嘴举行“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会。

第十二届沪津深三城论坛。11 月 25 日，我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天津滨海综合发
展研究院在深圳举办“沪津深三城论坛”，主题为“新常态下的创新发展”，探讨政府如
何发挥作用鼓励创新，如何靠市场推动创新，如何进行
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

第九届深港合作论坛。11 月 29 日，第九届深港
合作论坛在香港政府总部举行。会议围绕港深两地智慧
城市的建设，深港智慧城市的发展及合作前景，如何抓
住“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及如何实现信息互通等问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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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

深圳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为推进深圳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建设，由深圳市金融办支
持，我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于 12 月 7 日在意大利米兰，11 日在希腊雅典分别举行了
“深圳金融中心研讨会”暨深圳金融中心推介活动。中方学者与当地智库学者、金融界人
士就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吸引中国投资，提振经济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五、制度立足长远，提升管理效益
我院自成立以来，一直不断探索机制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力图与时俱进，使我院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保驾护航。

1、制订五年发展规划。院理事会审议批准《研究院 2016-2020 年发展战略规划》。
规划将引领指导我院加快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提高研究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我
院各项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2、优化调整内部管理和核算制度。并将该制度提交全体研究人员及院务委员会议
审议，并经过院理事会批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3、认真做好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工作。根据深圳关于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要求，
我院成立“院内部控制建设专项工作小组”，完成并及时向市财委上报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4、积极引进与培养人才，巩固培育人才平台。 为做大做强我院研究咨询事业，
根据各研究所、中心的需求，积极引进新人，充实研究咨询人员队伍。

六、各部门协力合作，共促发展
1、职能部门围绕高端智库建设，做好服务保障。
2、院党委、工会按上级要求务实开展工作。
3、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马洪基金会努力进取，巩固“一体两翼”格局。
4、培训中心致力于干部培训、中小企业紧缺人才培训，取得良好成绩。
5、《开放导报》入选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主持的 2016《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
6、《经理人》实现公司转型和谷底突围。
展望未来，我院将在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按照我
院理事会确定的五年发展规划，坚持“智库 + 咨询”的研究模式，坚持走“特色”和“专
业”的智库发展道路，聚焦国家发展急需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和舆论热点领域，为党和国
家战略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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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与咨询领域
国家宏观战略领域
中国与周边问题研究 ; 港澳台问题研究；开放问题研究 ; 改革问
题研究 ; 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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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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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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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领域
企业发展战略与行业规划、企业重组及资本运作、市场调研与
投资可行性研究、企业管理与品牌策划，企业公共关系与外部协调，
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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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战略与一带一路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观察

自选课题

樊纲

2.

刚果共和国黑角经济特区综合咨询服务项目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曲建

3.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贸地图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

王振

4.

联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联成远洋光渔业有限公司

5.

肯尼亚 Kilifi 产业园区综合研究咨询服务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6.

肯尼亚 BOMAS 会展中心可行性研究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7.

中土埃塞德累达瓦产业园投资可行性研究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曲建

胡振宇

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观察
《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观察》是我院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
共同创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每月出版一期，报告通过宏观、区域和产业政
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报告第一部分为宏观形势观察，
根据国家统计最新数据，跟踪分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价格、消费、金融等
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运行情况。第二部分为大都市观察，跟踪分析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广州、深圳、武汉、郑州、沈阳等城市月度宏观经济指标运行。第三部分为产业
政策观察，综合分析每月国家发布的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政策。
项目委托方：自选课题
项目负责人：樊纲
项目组成员：院研究团队、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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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共和国黑角经济特区综合咨询服务项目
为促进中刚产能合作，中国与刚果（布）成立两国产能合作指导委员会，共同磋商
双方重点合作领域和重点项目清单，以支持刚果（布）开发黑角经济特区为龙头，加快
两国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帮助刚果（布）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经济多元化
和自主可持续发展。为推动黑角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本项目包括产业规划、空间规划、
投资可行性研究和特区法规研究。项目组结合刚果（布）地处中部非洲、黑角港是中部
非洲的主要出海口的特点，提出了“港、园、城”的开发模式，并将黑角经济特区定位
为非洲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刚果（布）“工业化之路”主基地。为保障特区的开发建设，
项目组先期完成了《刚果（布）经济特区法建议草案》，并得到刚方的采纳，为中国对
非投资奠定了法律基础。下一步项目组还将进一步探索中国对非投资的开发模式和盈利
模式等问题。
项目委托方：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谢海、时鲲、尹小蒙、张霄、李建宁、杨潇然、张静越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贸地图研究
本项目从“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政策、通关通检政策、前景展望及投
资机会等领域开展研究，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服务提升和企业投资策略决策提供了
相关启示。同时，根据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发展实际，从公共服务、金融服务、税收服务、
专业服务、自我服务等领域，提出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建设“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的
相关建议，对于“走出去”企业通过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综合服务、加快国际化步伐、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王振
项目组成员：时鲲、余宗良、陈文彬、张珺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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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
远洋渔业海外基地是我国远洋渔业海外作业、综合补给的重要支撑，也是未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深圳市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远洋渔业的龙头企业，
在西太平洋已率先建立了一批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通过完
善渔港、修造船、冷库及加工厂等服务设施，为我国远洋渔船提供检验维修、综合补给、
中转运输等服务，有效提升我国远洋渔业海外作业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本项目在国家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通过对国家远洋渔业政策的梳理、全球金枪鱼市场与
价格趋势的研判、联成综合条件的分析以及项目投资、财务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对项目
建设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结合项目实际提出了综合性的建设与运营方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孙辉、杨阳

肯尼亚 Kilifi 产业园区综合研究咨询服务
肯尼亚作为东部和中部非洲门户，是非洲的发展枢纽，是东非的最大经济体。Kilifi
产业园区毗邻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所在地区是肯尼亚连通世界的几何中心，具
有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广阔的经济腹地。项目组在先后走访肯尼亚投资促进局、分权
与规划局、出口加工区管理局和 Kilifi 郡政府等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基础上，从全球、
非洲和肯尼亚三个视野进行审视并提出，Kilifi 产业园区要打造以“东非国际商贸集散中
心、中肯产能合作示范平台、肯尼亚经济特区试验田”为定位，集出口加工、保税物流、
国际贸易、工业制造和配套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国产业园区境外样板工程。项目共包
括产业规划、投资预可研、投资可研、政策法规方案等 4 个层面的重点工作。
项目委托方：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王振、谢海、曾曼园、杨潇然、张珺珂、张霄、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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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BOMAS 会展中心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重点对非洲及肯尼亚会展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详尽的分析，对肯
尼亚 BOMAS 会展中心的商业模式和建设方案进行设计，多维度论证项目可行性，指出
了项目可行与否的多个临界点，特别是对项目的融资方案、管理运营模式、政策扶持方
案等给出详尽建议。本报告的完成将加快推动项目的前期工作，为企业与当地政府开展
深入谈判提供参考。
项目委托方：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郭毅、曾曼园、杨潇然、张珺珂

中土埃塞德累达瓦产业园投资可行性研究
继完成埃塞俄比亚特殊经济区咨询服务项目后，我院承接了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土集团”）德累达瓦产业园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土集团埃塞有限公
司自进入埃塞俄比亚以来，积极开拓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市场，先后完成
了“亚 - 吉现代铁路”、“阿瓦萨工业园”等工程项目，并充分发挥中土集团在非洲国
家开发投资工业园的资源优势，积极融入中非经贸合作和中埃产能合作战略。承接德累
达瓦产业园是实现其在非洲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项目。我院联合专家咨询团队发挥前期在
埃塞俄比亚综合咨询服务项目上的优势，协助中土集团在德累达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领
域做好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项目委托方：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 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余宗良、陈文彬、陈金宝、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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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乡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与特区发展
序号

18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王国文

2.

香港“后政改”系列研究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

张玉阁

3.

深港边界地区开发建设政策建议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张玉阁

4.

新时期推动深港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研究

深圳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张玉阁

5.

深港口岸发展战略研究（2016-2030）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张玉阁

6.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珠海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珠海市政府办公室

胡振宇

7.

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协同发展思路研究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王东升

8.

“十三五”期间环大亚湾新区协同发展策略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于珺

9.

环大亚湾新区体制机制创新方案研究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于珺

10.

建设环大亚湾新区“港城融合生态湾区”研究

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于珺

11.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深圳“东进战略”研究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贸局

于珺

12.

江西省赣州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产业规划

江西省赣州市商务局

曲建

13.

广东省饶平县闽粤经济合作区产业规划

饶平县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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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
充分发挥深圳的创新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是切实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最具活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途径。而
组建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联
盟，实现跨区域、跨行政体系的
开放合作，将成为推进大湾区建
设的有效突破口。本项目通过对
国际湾区的比较，系统分析和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产业、创新能力和交通四方
面的建设基础和特点，结合未来产业与都市圈发育规律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目标
愿景和空间形态，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市融合、辐射带动和开放创新五个方面提
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路径和策略。项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愿景，就是要将粤
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创新要素高度聚集、未来产业高度发展、制
度环境高度开放、具有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湾区都市圈”。
在空间形态上，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是形成三大“双核”综合交通枢纽系统，产业方面是
打造“三区一廊”的湾区核心产业布局，城市空间方面是形成东、中、西三大城市群。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胡振宇、安然、张翼举、谭慧芳、张洪云、杨阳

深港边界地区开发建设政策建议
深港边界地区开发是深港合作实现新突破的抓手，而中部边界地区更具紧迫性。本
项目在目标定位、空间构建、功能布局、产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深港中部边界地区开发
建设的发展愿景，并提出深港中部边界地区开发建设的重点：交通衔接方面，优化深港
跨境交通接驳，完善轨道“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口岸功能方面，重建皇岗口岸，提升
福田口岸，连接福田皇岗两大口岸；重点项目方面，推进福田保税区转型升级，率先启
动河套 C 区规划建设，研究广深高速福田段沿线片区改造方案；口岸经济方面，打造集
综合加工、商贸流通、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口岸经济增长极，促进客流疏解
与商务消费有机协同，挖掘客流资源，促进价值转化。本项目提出了加快深港边界地区
开发建设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许进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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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推动深港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研究
进入新时期，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深港两地带来更
多新机遇。本项目首先分析深港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指出以“前店后厂”为特
征的深港合作亟待升级；深圳的发展为深港合作实现新突破奠定基础；激活香港优势是
促进深港互利共赢发展的关键；香港政治社会变化影响深港合作；深港合作需要与时俱
进。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深港合作实现新突破的策略，包括以国家战略谋划深港合作，
从被动承接向主动协同转变，推动五大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等。同时提出推进深港合作
的体制机制建设，进而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深港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合作、深港社会及
城市管理合作、深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举措，
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许进何

深港口岸发展战略研究（2016-2030）
本项目为深港口岸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深港口岸尤其是陆路口岸是我
国重要的口岸群。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深港口岸要素流动自由化和便捷化、口岸通
关模式的改进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挑战。本项目首先系统梳理
和研究口岸布局的形成及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总体评估，同时分析深港口岸发展面临的
影响与挑战，再结合历史数据、现实变化和变量影响因素构建模型，测算 2030 年深港
通关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深港口岸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基本原则和主
导路径等策略。接下来重点研究深港口岸功能布局和交通衔接、口岸的技术改造和资源
配置、针对货物出入境的大通关建设和电子口岸建设以及如何推进人员通关便利化、如
何完善口岸管理体制机制等，最后提出深港口岸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及深港口岸
发展的保障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杨秋荣、王亚文、吴晶、许进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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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珠海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进入务实合作、全面推进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外
交部、商务部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
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本项目在系统解读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珠海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地位和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状和珠海优势，提出珠海在引导和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的目标和方向，进一步强化珠海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枢纽城市
的总体定位和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
项目委托方：珠海市政府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静超

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协同发展思路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建设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借鉴国内外区域合
作实践的成功经验，以合作共赢为前提，坚持从大视角、大范围出发，以推进区域协同
发展为主线，致力于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联动发展、产业链相
互关联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正确处理空间布局优化和产业集聚发展关系，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围绕经济圈建设发展的重大核心问题，明确提出战略定位
和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产业重点、体制机制创新和实现路径，为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
协同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王东升
项目组成员：公共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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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环大亚湾新区协同发展策略
环大亚湾新区是惠州市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再造一个经济增长级而设立的新区。
本项目在深入研究环大亚湾新区的管辖范围和协调机制后，就新区内部，新区与市区，
新区与深圳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进行政策设计，提出把新区定位于惠州市南部中心城区、
创新中心、创业中心和休闲文化中心，并制定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目标、策略、工作任
务和制度保障。
项目委托方：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郭万达、郑宇劼

环大亚湾新区体制机制创新方案研究
本项目就环大亚湾新区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系统创新方案，提议建立开放性、包容
性、协同型、合作型、成长型的新区管理体制机制，主要包括提升目前“新区建设联席会”
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从目前新区内部的工作协调机制升级为新区与深圳协同发
展的合作平台；同时创新新区对内对外协同发展机制，吸纳新区与深圳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企业、资本、业界专家、媒体等共同参与，以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实现新区管理和发展职能。
相关意见已报送市长办公会并形成文件。
项目委托方：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郭万达、胡彩梅

建设环大亚湾新区“港城融合生态湾区”研究
本项目从环大亚湾新区的港口、产业、城市和生态融合发展的现状入手，深入分析
新区在这四方面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原因，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经验，结
合环大亚湾新区的实际，提出港口、产业、城市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功能定位及空间布局
的建议，提出港城融合生态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建议，打造发展
定位清晰、功能特色鲜明、宜居宜业宜游的港城融合生态港区。
项目委托方：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付利苹、陆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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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深圳“东进战略”研究
本项目从“深圳东进战略”入手，分析其对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发展产生的
战略影响和新机遇。在梳理大亚湾自身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
对接“深圳东进战略”的行动方案，明确对接的重点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新材料
等优势产业、创新产业、休闲旅游产业等，并明确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以促进大亚
湾在新形势下的持续发展。
项目委托方：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贸局
项目负责人：于珺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付利苹、陆晓丽

江西省赣州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产业规划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国务院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也是江西
省加工贸易发展最早、企业最多、累计进出口总量最大的设区市，商务部授牌的第一批
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2016 年 3 月，赣州被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
认定为全国三个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之一，肩负着新时期我国加工贸易试点示范与
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赣州加工贸易提出构建“4221”产业体系，即：壮大四大传统产
业（电子信息、轻纺、家具和玩具），打造加工贸易承接集聚区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
范区；突出两大特色产业（稀土和钨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建设成为“中国稀金谷”；
培育两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制造），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展配套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加工贸易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加工贸易与服务
贸易深度融合。本规划已提交至商务部，得到相关领导的认可。
项目委托方：江西省赣州市商务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余晖、阮萌、杨潇然、陈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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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饶平县闽粤经济合作区产业规划
本项目主要对饶平县范围内 150 平方公里涉及 9 个镇的核心区进行产业规划，其中
三个启动区的产业规划要求达到“三规合一”的深度。项目提出，饶平县闽粤经济合作
区未来将加快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区域协调发展、振兴原中央苏区等发展战略，紧
紧抓住福建、广东积极推进闽粤经济合作区、广东省加快振兴粤东西北发展和潮州市打
造“一中心三片区”发展格局的契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优化投资环境，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强化区域产业分工合作，聚焦重点领域，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立“4331”
产业体系，构建“一核引领、两带协同、三点启动”的产业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和
空间结构的同步优化，切实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带动城市全面升级，打造闽粤经
济合作区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引擎。
项目委托方：饶平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 目 顾 问：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王东升、汪云兴、刘兴贺、刘传岩、秦李虎、何渊源、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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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乡发展战略
城市战略与发展规划
序号
1.

项目名称
洛阳市创建“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实施方案
（2017-2019）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曲建

刘祥

2.

洛阳市创建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2017-2019）

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3.

深圳培育世界 500 强企业：目标路径研究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4.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武汉设计行动方案

湖北省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5.

福建省漳州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策略研究

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郑宇劼

6.

东莞在更高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内涵研究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胡振宇

7.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曲建

8.

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服务东进战略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曲建

9.

深圳市东进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

深圳市委办公厅

曲建

10.

深圳市坪山新区服务东进战略打造深圳东北门户
行动计划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曲建

11.

东进战略研究中心咨询项目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曲建

12.

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四个中心”行动策略研究

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

曲建

13.

深圳市罗湖区 2016 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曹钟雄

14.

重庆市合川区渠江经济带总体策划

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

东莞滨海开发区发展战略及投融资模式研究

东莞市长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1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城市运营框架体系研究

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周军民
周林

宋丁
胡振宇
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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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创建“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实施方案（2017-2019）
制造业是洛阳市的支柱产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战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所在。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工作方案》，
洛阳市“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创建工作小组和我院组建联合项目组，开展《洛
阳市创建“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实施方案（2017-2019）》申报材料编制研究。
联合项目组经过三轮封闭式写稿，在征求洛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市属各委，以及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各科室、重点企业意见后，基于洛阳市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提出六大发展
思路、九大战略路径、三年创建目标，重点打造四大支撑体系，形成了申报材料完整报告。
目前已提交至国家工信部。
项目委托方：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尹小蒙、周光伟、陈文彬

洛阳市创建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实施方案（2017-2019）
洛阳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城市之一。洛阳市金融资源
丰富，银行、保险、证券、创投、基金、担保、小贷、融资租货公司、典当行、大企业
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种类齐全。本实施方案以国家工信部《关于组织申报产融合作试点
城市的通知》为指引，以满足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和新能源等重点产业融资需
求为主攻方向，探索产融信息共享、财政资金引导、投融资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出
了五大体系 18 项重点工作任务，以及近百项具体工程。本实施方案已被国家工信部、财
政部认可。洛阳市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产融合作试点城市之一。
项目委托方：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刘祥
项目组成员：周光伟、尹小蒙、陈文彬、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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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培育世界 500 强企业：目标路径研究
2015 年， 深 圳 市 提 出 到 2020 年， 深 圳 进
入世界 500 强的本土企业数量要达到 8 至 10 家。
本项目经研究发现，我国学界及政府部门对世界
500 强企业发展特征、规律和相关政策的研究甚
少，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创新性课题。项目
组梳理了《财富》杂志历年发布的世界 500 强和
2016 年中国 500 强企业，对深圳进入排名榜单
企业逐个进行分析研究和筛选，对全球世界 500
强企业的城市和国家分布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
深圳实现 8-1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紧迫性；从上榜企业及其行业分
析中寻找世界 500 强企业的发展演变规律；预测深圳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的潜在机会和
时间，归纳出深圳培育世界 500 强企业的梯队，为深圳市委市政府绘制了培育世界 500
强企业的目标路径和工作方案，从培育民企、扶持上市公司、发展混合经济、提升深圳
国际话语权等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措施。该成果已呈报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
决策参考，得到了市决咨委领导高度评价，成果还将印发到市政府各部门参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周军民
项目组成员：蒋学民、周意纯、王钊

福建省漳州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策略研究
本项目是漳州市“十三五”重点调研课题。项目从漳州经济社会运行实际出发，抓
住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三大领域的发展短板，提出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
动作用和放大投资的乘数效应，不断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的总体策略，并明确了重
大投资载体、重大投资平台、重大创新载体、重大项目体系的实施路径。本项目的创新
性在于，提出了以金融改革创新来扩大有效投资的系统性政策建议，分领域、分行业指
出了投融资渠道、投融资模式、金融服务创新、投资绩效保障，为漳州市加强供给侧改革、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指导性意见。
项目委托方：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 目 顾 问：刘宪法
项目负责人：郑宇劼
项目组成员：刘宇、闫化赟、韦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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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武汉设计行动方案
本项目基于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宗旨和目标，以
及我国响应《议程》的承诺和政策导向，结合武汉市 2049 愿景规划等文件、文献资料，
对武汉设计产业响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形成了《2030 可持续发
展议程：武汉设计行动方案》（简称“《方案》”）。本项目创新亮点在于报告编写没
有先例。项目组通过对大量参考文献的解读，理清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文化、
创意设计三者的内在逻辑，提出文化的繁荣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目标，凝聚着人类智慧
和创造的创意设计是对文化最直观的表达，应以物化性、艺术性和创造性诠释文化的内
涵和外观。《方案》既是武汉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的准备
文件，又是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落实中方立场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是
武汉大力发展创意设计产业的行动指引。
项目委托方：湖北省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周林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

东莞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内涵研究
2016 年 4 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召开广深佛莞四市调研工作座谈会，强调四
市要立足新常态在更高起点上谋划更高水平发展。本项目立足于东莞新常态下的发展基
础、条件和优势，开展“双高”指标体系研究，解析“更高起点”的主要内涵，提出“更
高水平发展”的核心愿景，确立“更高水平发展”的实施路径，为东莞“在新常态的时
代背景下，充分发挥现有优势，继续保持核心竞争力，将‘在更高起点上谋划更高水平
发展’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提供理论支撑。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洪云、周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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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旨在进一步发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全
力推进前海片区的全面大发展和蛇口片区的转型升级，打造国家级、省级、市级重要战
略平台。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海“依
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嘱托，打造“特区中的特区”，继续弘扬历史使命感
与改革精神，重点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验、粤港深度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等四大核心任务建设，成为最具中国质量的粤港澳合作新平台和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新标杆。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王振、谢海、尹小蒙、陈文彬、李建宁

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服务东进战略研究
实施东进战略，是深圳市贯彻中央统筹区域发展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动作为，
是落实省委振兴粤东西北战略的积极行动，是市委市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重要决
策。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作为深圳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积极服务“深圳东进”，有助
于利用东部地区广阔的空间资源和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环境，有效解决自身发展空间载
体不足、成本快速攀升的矛盾，打破创新发展的空间刚性限制，也有助于为深圳缩小区
域差距，推动产业东西两翼齐飞发展、提升创新发展能级与质量提供战略支撑。本项目
从加快推广自贸区经验、打造前海后陆拓展区、强化金融服务支撑、提升绿色智慧发展
等方面，提出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服务“深圳东进”的具体行动计划，为前海蛇口自贸
片区积极服务深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王振、余宗良、陈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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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进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
本项目是原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调研我院时提出的三个研究任务之一，是市委 2016
年重大研究课题。我院区域所联合深圳市委政研室成立联合项目组，在对深圳市、东部四
区及惠州市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主办第一届深圳东进专家研讨会的成果，提出打
造“一心两轴多点”发展框架，以及打造深圳东部中心、东部综合交通体系、东部产业高
地、东部国际旅游核心区以及打造深圳 - 惠州与深圳 - 深汕合作区两大强轴带，全力推
进深莞惠基础设施对接与同城化发展，探索东进通道沿线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等七大行动
计划。研究成果在市东进战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获得马书记及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相关建议吸纳进入市发改委《深圳市实施东进战略行动方案（2016-2020 年）》。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委办公厅
项 目 顾 问：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彭坚、田立明、张霄

深圳市坪山新区服务东进战略打造深圳东北门户行动计划
坪山新区是深圳连接汕尾、惠州和粤东地区的东北门户和地理中心 , 为加快落实东
进战略部署，抢抓东进历史机遇，项目组提出坪山应以“东北门户、智造新城、田园都
市”为特色的高能级区域增长极和深圳东进资源集聚配置中心为定位，全力实施打造门
户交通枢纽体系、塑造东北门户城市功能与形象、构建应用开发与现代智造产业高地、
打造国际生态田园文化休闲区、强化综合资源保障与规划研究支撑等五大行动计划，推
进 132 个具有显著带动功能的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民生工程建设。以本项目研究为指导，
我院与坪山区联合设立了东进战略研究中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彭坚、田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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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战略研究中心咨询项目
2016 年 10 月，我院东进战略研究中心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挂牌成立，并相继完成了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坪山园区）产业发展规划》、《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坪山园区）
综合发展规划》、《坪山新区四个产业专题研究》等一系列项目。坪山新区是深圳市实
施东进战略的桥头堡和主战场，引领辐射“3+2”经济圈乃至粤东、海西地区创新发展
的核心引擎。我院与坪山新区管委会携手，以共同建设东进战略研究中心的方式，把东
进战略研究中心布局在实施东进战略的最前沿坪山新区，积极发展智库在推动东进战略
中的作用，紧紧围绕东进战略系列命题提出具有预见性、创新性、示范性和可行性的研
究成果，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东进战略指示，为全市东进战略的实施建言献策。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刘祥、郭毅、周光伟、杨潇然、李建宁、凌自苇

深圳市南山区建设“四个中心”行动策略研究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将前海和南山、宝安
中心区域发展成为新的市级中心”，形成“福田 - 罗湖中心”和“前海 - 南山 - 宝安中心”
的城市“双中心”格局。为全力打造深圳“双中心”，南山区委、区政府明确提出将南
山建成全市重要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简称“四个中心”），
打造“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本项目包含《南山区建设“四个中心”行动策略
研究》（总报告）以及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个分报告。报
告论证了大数据视角下的南山中心地位，提出了南山区建设“四个中心”的具体行动策略，
建议以环西丽湖国际科技创新城作为重点突破。本项目主要结论被纳入深圳市相关规划，
建设环西丽湖国际科技创新城的请示获得了市领导的批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黄睿、彭坚、刘祥、谢海、时鲲、王振、郭毅、尹小蒙、张霄、
陈文斌、李建宁、杨潇然、曾曼园、张珺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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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渠江经济带总体策划
本项目含钓鱼城、涞滩古镇以及九个街镇范围，是重庆重大的全域旅游示范项目。
项目策划紧紧抓住渠江水线和绿道的主通道特点，以钓鱼城和涞滩古镇两大历史文化资
源为依托，对九大街镇的乡村旅游进行全面策划，并提供全部项目的招商手册，为策划
区域内项目的下一步规划、招商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宋丁
项目组成员：黄璐、许文龙、姚升平、杜果、贺念慈、卢静

东莞滨海开发区发展战略及投融资模式研究
作为珠江口东岸主轴唯一连片待开发区域，东莞滨海湾开发区将迎来一系列大规模、
高密度、高标准的开发建设，迫切需要通过理顺体制机制、明确自身定位、推进造地填
海、创新土地开发和投融资模式，实现“三年打基础，五年大发展，十年见新城”的目标。
本项目首先对当前滨海湾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
从国家、珠三角及东莞自身三个层面对滨海湾开发区进行了明确定位。其次，通过实地
调研、政策梳理及案例分析，理清了滨海湾开发区在围填海、投融资、管理体制等方面
的关键问题，最终提出了“围绕一个核心、聚焦两大定位、确立三大突破口”等一篮子
解决方案。
项目委托方：东莞市长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洪云、张静超、陈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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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 2016 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的第一年，也是国民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年。深入分析罗
湖区经济各阶段运行情况，有助于了解罗湖乃至深圳市“十三五”期间的开局情况，对
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决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本项目深入分析了罗湖区经济运行的各项数
据及政策文件，找出了罗湖区经济发展的优势、特点和薄弱环节，为罗湖区下一步发展
奠定了研究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高雅、吴浩、赵英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城市运营框架体系研究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正结合国家战略，在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及“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积极开展以产业发展为先导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我院城市化所就新城发展中的建设运营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结合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精神和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特点，明确了城市运营在新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重点分
析华夏集团城市运营工作面临的具体问题，针对其中的产业服务、公用事业、公共服务、
公共活动及土地利用等内容进行总结和梳理，初步建立了以运营为导向，以产城融合为
基础的全周期城市运营框架体系。本研究不仅为华夏幸福集团的产业新城建设提供了必
要的理论及业务指导，也为城市化所进一步总结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地推动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实践支撑。
项目委托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李津逵、武良成、曾真
项目负责人：王英杰
项目组成员：明亮、郑鑫、宋华、高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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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乡发展战略
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
序号

34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基层治理研究

深圳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研室

明亮

2.

深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与政策建议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龙隆

3.

关于深圳加强人才建设的若干建议

政协深圳市委员会办公厅

张玉阁

4.

《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条例》研究

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王国文

5.

深圳市 2017 年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 2016 年
年度政府绩效综合评估

深圳市政府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王梅

6.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发展研究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余晖

7.

原特区外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王梅

8.

典型工业园区纳入深圳碳交易体系的标准研究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刘宇

9.

前海防止利益冲突研究

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

刘洁

10.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深港自贸通”通关
体制创新研究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王国文

11.

率先落实基层治理改革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
工作方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

聂鉴强

12.

对标上海等先进地区加强和创新龙岗
社会治理课题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社工委

王梅

13.

深圳市福田区 2017 年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
2016 年度政府绩效综合评估

深圳市福田区绩效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王梅

14.

深圳市盐田区重点区域开发建设机制创新研究

深圳市盐田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王国文

15.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建设绩效指数研究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周顺波

16.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社区经济发展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17.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干部交流轮岗意愿调查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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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基层治理研究
本项目是原深圳市委书记、现广东省副省长、代省长马兴瑞视察我院时交办的三个
重大研究课题之一。项目通过对近十余年来深圳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系统回顾以及
不同阶段特点的梳理，总结提出当前深圳基层管理体制及社区治理存在管理层级多、运
行不畅；社区工作站定位不明、效能不佳；社区党委核心作用有待充分发挥；行政管理
服务与基层自治交织不清；社区工作者队伍稳定性、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具体分析了形
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并系统提出今后深圳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基本思路、
重点任务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研室
项 目 顾 问：李津逵
项目负责人：明亮
项目组成员：宋华

深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与政策建议
本项目是深圳市委重大调研课题，对于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建立违法建筑长效
处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自 1980 年深圳特区启动农村城市化以来，违法建筑一直伴随
着深圳城市化快速蔓延生长。2009 年 6 月 2 日，《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公布实施，以当天作为时间界线，将 2009
年 6 月 2 日以后抢建的违法建筑纳入查违执法的案件处理程序，并要求“及时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坚决予以拆除”。六年以来，深圳仍新增 3936 万平米建筑规模的违法建筑，
虽然全部进入办案程序，但至今无法强制执行。本项目通过对“两违建筑存量”做出“形态”
和“法理”的解析，分析其中“法”与“理”的关系，并从公共管理系统审计评价的视角，
对“两违建筑野蛮生长”状态下的管控系统和法律法规做出解析，找到既往治理失效的
制度性原因，提出可用可行可常态化的治理制度改进方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市委政策研究室
项目负责人：龙隆
项目组成员：刘宪法、辛华、郑宇劼、
闫化赟、吴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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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条例》研究
《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是以地方法规形式切实保障开发区
先行先试权、自治区级经济管理权重要探索。《条例》研究结合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最新政策，提出了开发区开放创新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条例》赋予了喀什经济开发区“试
错权”、“一事一议”、“负面清单”等多项权力，进一步强化了喀什经济开发区敢闯敢试、
崇尚成功、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决心；《条例》明确了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法律地位、
经济社会管理职责、发展定位、激励约束机制等内容。2016 年 9 月，《条例》经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大通过，颁布实施。2016 年 11 月，我院联合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和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在深圳举办《喀什经济
开发区条例》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喀什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阳、我院副院长武良成、
深圳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刘仕哲以及深圳援疆前线指挥部原总指挥、深圳市口岸办主任
罗建鹏等出席研讨会。
项目委托方：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

原特区外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深圳在原关外地区推行“镇改街”、“村改居”等基层体制改革已经十余年，虽然
在加强原特区外地区的基层管理和服务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实际运行中也面临诸多问题。本研究以龙岗区为例，对深圳市基层管理体制演变过
程、龙岗区基层社区总体概况、社区事项存在的主要问题、问题存在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包括：合理调整街道、社区范围；充分发挥
社区党组织领导决策核心作用；合理调整工作站功能定位；依法强化居委会职能作用；
积极推进政企社企分开；加强社区权责清单管理，减少考核任务；厘清各类社区事务承
担主体；推动社区专职人员职业发展专业化。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甄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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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业园区纳入深圳碳交易体系的标准研究
本研究根据国家和深圳地区碳排放交易的现状和发展需求，提出将工业园区纳入深
圳碳排放交易体系是进一步完善和扩展深圳试点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从六个方面
对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并对国内外已有碳排放交易体
系的机制设计和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工业园区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提供理论
和经验支撑。项目通过调查、访谈和数据分析等方式摸清深圳主要工业园区的能源消费
与碳排放情况，结合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现行的机制设计、以及运行一年以来的经验和
教训，探讨了将工业园区纳入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主要途径和阶段性实施方案，重点
给出了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化和报告机制、碳排放监测系统、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等三个
方面的方案设计思路，为深圳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科学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项 目 顾 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刘宇
项目组成员：郑鑫、叶斌、蒋晶晶

前海防止利益冲突研究
防止利益冲突的相关研究是前海在新形势下先行先试，推动预防腐败制度的深化和
完善，大力推动前海“廉洁示范区”建设，在全国率先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长效机制，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推动预防腐败制度与国际接轨。
本项目是预防腐败制度研究的一次创新。前海是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试点区域，是深圳
改革开放事业再上新台阶的标志。本项目深入调研前海利益风险点，研究国内外防止利
益冲突的实践经验，制定了符合前海公职人员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前海防止利益冲突
暂行规定》及相关实施附件。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
项 目 顾 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刘洁
项目组成员：林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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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深港自贸通”通关体制创新研究
推进通关改革，是充分发挥前海蛇口自贸区的试验和示范作用、提升自贸区开放水
平、促进深圳与香港深度合作的关键环节。“深港自贸通”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进一
步实施通关便利化措施，实现前海蛇口自贸区与香港自由港进一步衔接，实现深度合作、
融合发展。本项目基于对珠三角地区港口、航运、生产制造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深入
调研，分析了前海蛇口自贸区在船舶、货物监管体制方面与香港和国际领先的自由贸易
区的差距，提出创新船舶、货物监管方式，通过海关赋予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现有 5304、
5349 两个关区代码新的管理权限，简化深港之间航运物流通关手续，实现深港物流一体
化，最终提升深圳港口国际中转的便利性。“深港自贸通”的实施，必将有力提升深圳
作为枢纽港的竞争优势、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深港深度合作，助力香港提升国
际航运中心地位，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的建议，
获得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批复，并将由前海蛇口自贸区管理局具体推进实施。
项目委托方：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谭慧芳、杨龙龙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建设绩效指数研究
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本项目有助于加强宝安区社会建
设决策的科学性，在强化宝安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同时发挥对社会建设工
作的导向性，有利于社会建设工作精细化，对宝安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高雅、赵英、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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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重点区域开发建设机制创新研究
盐田河临港产业带在申请纳入深圳市重点开发区域等过程中，迫切需要释放土地空
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完善发展配套，改善宜居宜商环境。破解
制度瓶颈、理顺重点片区开发建设体制机制，是实现片区提升的重要抓手。本项目旨在
依托深圳市强区放权不断深化的政策基础，化解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现行的相关规定、管
理办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升盐田河临港产业带在引入相关重点企业和人才方面
的吸引力。项目以探索现有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高效结合新途径为出发点，分别从产业
带开发运营管理模式、土地监管及开发、产业发展政策、创新能力、人才引进、投资环
境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机制创新的改革方案和有助于盐田河临港产业带顺利发展的配套
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李玖兰、杨龙龙、甘凯龙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社区经济发展研究
本项目通过对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当前社区经济发
展在产业、空间、政策、资金等方面遭遇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市产业和城
市转型发展方向，突出公明区位和产业基础，在产业引入、政企协同、多元经营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本项目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将公明社区经济发展放在特区一体化和区域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从区域融合、产
业联动等方面解析社区经济联动发展的规律、特征和方向；二是结合社区经济长期偏离
市级产业发展轨迹等方面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建立市 - 区 - 街道 - 社区四级联动及“一
区一策”的综合发展策略。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静超、杨阳、陈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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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乡发展战略
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
序号

40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跨市域保障房建设政策研究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

“双创”指数与简政放权指数的指标体系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战略性研究和咨询项目

刘容欣

3.

《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评估报告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4.

实施“东进战略”加强东部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彭坚

5.

全球投资推广网络体系优化升级研究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阮萌

6.

全球各地区创新战略研究与启示及投资推广工作建议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阮萌

7.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十三五”重大项目研究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阮萌

8.

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实施方案

深圳中冶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曹钟雄

9.

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融资实施方案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曹钟雄

10.

福建省南安市“两溪一湾”综合整治工程实施方案

南安市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曾真

11.

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整体运营实施方案

深圳市宝安区团委、宝安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

明亮

12.

深圳市盐田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

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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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跨市域保障房建设政策研究
《深圳市实施东进战略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明确要求在东进战略指导下全
力开展跨区域保障房建设的实践探索，提出“探索跨城际的‘产业 + 保障房’新模式，
扩大人才安居政策覆盖范围。‘十三五’期间在东部地区（含深汕合作区）建设筹集保
障性住房 20 万套以上，着重建设一批高品质人才保障房，提升居民及人才住房保障水平”。
为此，本项目通过实地调研和上位规划对接，论证了深圳跨市域合作建设保障房的可行性，
并在深、莞、惠、河“轨道交通 + 产业 + 人才住房”合作模式研讨会上进行了专项汇报。
目前研究成果已提交深圳市住建局，并提出对省级层面支持政策的诉求，在 2016 年深莞
惠一体化会议上得以体现。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黄睿、周军民、郭毅、刘兴贺

《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评估报告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圳市委市政府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印发了《关于
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全面评估其政策条文的
先进性、掌握落地实施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及时发现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与问题，进一步优化完善《若干措施》。本项目主要从政策内容评估、客观评估和
主观评估三个方面出发编制了《若干措施》初步评估报告和年度全面评估报告，为指导《若
干措施》更好发挥实际作用，提升全市企业竞争力提供理论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陈美婷、杨阳、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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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指数与简政放权指数的指标体系研究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走创新驱
动发展道路的重大举措。新一届政府多举措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更好归位、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本项目旨在通过构建多因素综合评价体系，以指数形式客观评价改革成效，对
比不同地区改革的进展情况和优劣势，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也
为深入观察和系统研究我国政府职能配置、市场活力和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项目委托方：国家行政学院战略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刘容欣
项目组成员：黄睿、王振、张霄、李建宁、陈文彬、张珺珂

实施“东进战略”加强东部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和深圳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东进战略，提升东部地
区整体发展水平，打造深圳发展第三极，向东拓展腹地，促进全市均衡协调发展。为推
动深圳“东进战略”的实施，坪山新区牵头联合盐田、龙岗、大鹏，委托我院开展本项
目研究。项目通过多次调研座谈，全面收集了东部四区的相关资料，结合东部地区未来
科技、产业、空间、人口的演变规律，从教育、医疗、文体、居住、民政服务等方面提
出东部地区提升公共服务的主要举措，全力支撑深圳东部地区打造东部国际教育中心、
东部国际医疗中心、区域文体中央活动区和区域公共保障示范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综合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尹小蒙、张霄

全球各地区创新战略研究与启示及投资推广工作建议
本报告总结梳理了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开放创新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美国、
德国、欧盟、日本、以色列、爱尔兰和韩国等全球各国（地区）创新发展的经验，总结
了各国（地区）投资推广机构在开放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深圳市投资推广署未来引
进创新资源的重点方向、具体工作措施的提升完善以及其在深圳未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郑宇劼、汪云兴、陆晓丽、何渊源、刘兴贺、马昕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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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资推广网络体系优化升级研究
通过研究和借鉴全球重点国家和地区投资推广机构的经验，对“十三五”期间我市
全球投资推广网络进一步优化升级、提高全球投资推广网络的运行效率、提升投资推广
署的工作效率有重要意义。本项目从机构设置、网络形态、布局重点、运作机制、人力
投入与资金保障等方面，对香港、新加坡、日本、荷兰、韩国、英国、德国、美国、加州、
伦敦、上海、广东、我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推广机构进行对比分析，并且借鉴了重点
国家和地区全球投资推广网络的经验，对深圳优化全球投资推广网络提出了相关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陆晓丽、何渊源、刘兴贺、马昕荷

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十三五”重大项目研究
二十一世纪，各国各地政府愈发重视投资推广工作，通过设立专职机构，引进符合
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企业、技术、知识、人才、资本、商业模式等优质资源。国际先进城
市间的竞争，已很大程度演化为投资推广工作间的竞争。本项目深入研究国内外产业发
展的趋势，分析全球各地创新发展的特点，为深圳市投资推广署把握新时期发展内涵，
抢抓产业发展先机，着眼创新驱动源泉，为加强对新兴产业、高端技术、创新模式和可
持续发展业态等“优质增量”的引进力度提供重要参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推广署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陆晓丽、何渊源、刘兴贺、马昕荷

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落实国家关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要求，深圳市积极探索综合管廊建设运行
模式，加快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消除“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等问题。本项
目在客观分析深圳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情况、发展现状以及相关资源基础上，总结
和借鉴国内外经验，明确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主体和建设模式，就运行管理和运营平台
建设、以及相关的协调机制等开展研究，提出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方案，供
市委市政府决策，为加快推进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提供支持。
项目委托方：深圳中冶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陈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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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融资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积极申报 2017 年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
本项目深入解读国家关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相关文件，在借鉴试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从投资安排、融资安排、收费与定价、政府
财政补贴等方面对投融资方案进行全面研究，提出深圳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投融资方
案，供市委市政府决策。本项目探索深圳特色的地下综合管廊投融资范本，作为全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开始的前期探索，为后续制定试点 PPP 项目实施方案等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陈壮杰

福建省南安市“两溪一湾”综合整治工程实施方案
“两溪一湾”流域综合整治与开发是南安市“十三五”期间的战略性工程。本项目
以南安市西溪、东溪、安海湾“两溪一湾”的现状调查为基础，结合南安市“十三五”
规划、南安市城乡总体规划、南安市两溪“文化、生态绿廊”概念性景观规划等基础资料，
系统梳理了“两溪一湾”综合开发总体思路，提出了开发目标、项目包体系、实施计划、
实施策略、运作模式、资金保障和政策措施，形成了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系统性的
项目落地方案 , 为“两溪一湾”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投资效益提供系统的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福建省南安市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宇、王英杰、刘泳先、闫化赟、王小梦、金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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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整体运营实施方案
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是宝安区重大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预计 2017 年上半年投
入使用，其承载了历届宝安区委区政府“把最好的地方留给青少年，把最好的安排交给
孩子们”的共同理想，今后的运营管理工作至关重要。本项目通过对全国若干青少年宫
以及类似场馆运营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宝安区青少年宫采取机构公益二类（“正编人
员全额、机构差额”）运营模式。一方面保证政府财政投入，保持工作队伍稳定，确保
其公益属性；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内容供给品
质。此外，本项目还对未来宝安区青少年宫的主要职责、组织架构、项目构成、人员安排、
费用测算等提出了具体咨询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团委、宝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项 目 顾 问：曾真
项目负责人：明亮
项目组成员：宋华、杨留辉

深圳市盐田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
本项目围绕盐田区基本公共服务开展综合评价，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全区 4 个街道
和中英街管理局、23 个社区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居民满意度调查，并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
深度访谈和资料调研，综合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和部门调研情况，形成研究报告。本报告
从总体评价、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提出盐田区基本
公共服务的提升建议。报告认为：建区以来，盐田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在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体上全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根据问
卷调查和部门调研结果，盐田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报
告提出了八个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议，包括：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更多优质公共文体服务平台，加大保障房供应力度，继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策宣传，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公民参与。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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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城乡发展战略
城市更新
序号

46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梅彩片区城市更新统筹产业规划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坚

2.

深圳市宝安区上寮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产业规划

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

辛华

3.

深圳市龙华区桓鸿铧地块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桓鸿铧投资有限公司

蒋学民

4.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后亭工业区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华侨城集团

蒋学民

5.

深圳市龙华区合正观澜田背工业区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蒋学民

6.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南片区新利厂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吉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蒋学民

7.

深圳市光明新区华发片区更新单元规划及专项报告修改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周军民

8.

深圳市盐田区马骝畲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坚

9.

深圳市力嘉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深圳市佳润房地产有限公司

彭坚

10.

万科三星视界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彭坚

11.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石井城市更新项目产业规划

广东联泰地产有限公司

胡振宇

12.

深圳龙华区观湖街道 A907-0123 地块产业
发展与功能定位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振宇

13.

深圳汽车站片区城市更新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方案

深圳市卓越运发实业有限公司

胡振宇

14.

佳兆业坂田牛古岭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产业规划

佳兆业国承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王国文

15.

佳兆业龙城工业园产业升级规划研究

深圳市龙岗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国文

16.

深圳市龙岗区龙璧工业区更新产业发展定位

深圳市龙岗区龙璧工业区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

阮萌

17.

中洲文化创意中心城市更新项目功能定位和产业研究

中洲控股深圳长城物流有限公司

刘泳先

18.

艾美特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发展规划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李相锋

19.

粤斯特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功能规划

深圳市粤斯特实业有限公司

李相锋

20.

沛鸿电子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功能规划

沛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周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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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梅彩片区城市更新统筹产业规划
梅彩片区是深圳市 16 个重点片区之一，是全市中轴线上联系福田 CBD 和龙华区门
户的重要战略枢纽节点。梅彩片区的高水平更新发展，将为深圳打造全球城市和福田区
打造世界城区提供有力支撑，为由市场绝对主导的单个项目更新模式转向片区统筹的发
展模式提供示范性探索。本项目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和多专业的综合研讨，提出在梅彩片
区构建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知识产业为支柱、并购金融为特色、混合产业为支撑的新型
产业体系，并通过产业统筹、产城统筹和城山统筹模式，实现公共空间的连绵连片布局，
以知识性、创意性活动推动人楼广泛融合，为政府掌控必要的公共资源提供规划支持，
达致开发主体、政府、市民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深圳市宝安区上寮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产业规划
本项目地处深圳大都市核心圈层与第二圈层的交汇处。随着周边高速路网的形成，
其区域价值将显著提升，区域地位将从边缘区域迅速向城市核心区高端产业圈层靠拢。
本项目通过对区位关系的重新认识，彻底打开项目开发的全新视野，为项目的高端化开
发和价值再发现、再提升提供价值观引导、路径指引和操作指引。通过高端化生态产业
新城新构思，吸引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眼球，并争取各种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注入。
项目委托方：广州富力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刘斐、吴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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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桓鸿铧地块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十三五”期间深圳市及龙华区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本项目是龙华区践行《龙
华新区“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代表项目。桓鸿铧地块更新单元拆除范围面积 1.3
万余平方米，位于龙华区东南侧的油松片区，毗邻富士康集团，产业发展环境优越。项
目建设抢占深圳市构建信息经济现代产业与未来产业体系的先机，以创新驱动、高端引领、
精细发展、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旧工业区更新改造的同时兼顾
创新平台建设。本项目定位为以家用智能机器人为主导，积极践行深圳与龙华创新驱动
战略，又能服务于龙华产业高度化的集家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集成制造、市场推广
于一体的创新型园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桓鸿铧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王钊、山敬宇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后亭工业区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是深圳市宝安区“十三五”期间拆除重建类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沙井 福永北城市更新战略片区。项目组以更新范围内现有产业现状以及项目地处广深湾区经济
“前海 - 大空港”发展轴的区位优势为基础，结合更新申报主体合作单位——华侨城集
团多元融合的文化创意产业运营优势和布局宝安区的发展机遇，指出片区发展滞后于地区
价值的矛盾现状。研究认为，后亭城市更新单元紧邻宝安区中部黄金发展带，周边产业布
局均以先进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为主，且项目周边“十三五”期间将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未来产业、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宜居环境等重点产业项目布局。该更新
片区将有望成为凝聚、引领周边整体产业机能改进和整体城市能级提升的典范项目。
项目委托方：华侨城集团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程浩岩、王钊、山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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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合正观澜田背工业区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观澜大道西侧，东临龙华区政府与观
澜新中心。本项目已纳入 2016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第二批计划，更新面积超过 12 万
平米。项目组根据实地调研资料以及对龙华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入研究，提出切合项
目发展与龙华新区产业发展要求的定位。项目整合创新创业服务资源，建设现代信息研
发产业“孵化器 + 加速器”，形成创业孵化服务链条，建成一站式创业孵化服务平台。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程浩岩、王钊、山敬宇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南片区新利厂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位于坂田街道南坑社区，毗邻银湖山，更新用地面积近 10 万平米。项目现状
用地使用功能以工业用地为主，原新利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是香港新利创业有限公司
在深圳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主营日本“SONY”视听产品生产加工。近年由于传统制
造业遭遇困难，公司现已全面停产。现有项目地块上原厂房的生产设备已经进行了处置，
部分厂房处于闲置，部分出租给物流企业。根据地块现状及片区发展要求，项目组提出
打造一个具有强大孵化和加速器功能的，集研发、科技服务、商务服务、创业创投服务、
总部办公和柔性定制化生产于一体的第四代科技产业园。项目将充分利用区位和交通条
件优势，承接转移自罗湖、福田乃至南山区的具有研发需求的高端企业，推动项目地块
及片区的产业升级与产城融合进程。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吉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王钊、山敬宇、程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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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新区华发片区更新单元规划及专项报告修改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是工
业区更新项目，总占地面积 11 万余平方
米。项目用地现状是上市公司深华发的
生 产 厂 房， 最 早 于 2009 年 由 深 华 发 委
托我院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2014 年我
院继续完成本项目的修编工作。2016 年，
项目改由深华发与万科地产合作开发，
结合深圳市最新城市更新政策，我院再
次进行规划修编。在服务深华发七年过
程中，我院保持了稳定的工作团队，提
交了高质量咨询成果，深得两家上市公司和工作团队合作伙伴的信任和高度评价。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军民
项目组成员：蒋学民、程浩岩

深圳市盐田区马骝畲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是深圳市和盐田区的重大项目。项目组通过深入调研访谈，梳理了发展基础、
市场趋势、港城联动、竞合态势等因素，提出打造以汽车电子、节能环保为主导产业，
以海洋经济、生命健康、可穿戴设备为未来产业，使更新升级后的工业区具备学科融合、
科技创新、创业服务、跨界拓展等复合功能。同时，利用项目傍山临水的特色资源，打造产、
研、创、游、闲一体化的新兴产业园样板。项目旨在通过改造升级与增量发展，助力盐
田港后方陆域的转型升级，促进港城联动，形成推动盐田区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增长动
力转型的突破口和标杆。本项目研究成果已获得市经贸信息委批复通过【深经贸信息规
划字（2016）267 号】。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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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力嘉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是龙光集团进入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示范性项目，是龙岗区城市更新重大项
目之一。本项目注重从成果咨询向过程咨询延伸，除编制产业规划研究报告外，还将为
龙光集团向龙岗区报批申报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积极为业主嫁接后期产业资源。项目组
选取了巴塞罗那波布雷诺旧工业区更新及界龙实业、深圳雅昌为案例，通过五大价值视
角研判，提出高端印刷、智能教具、可穿戴设备、互联网信息、文化创客服务等五大主
导产业定位，将项目打造成为支撑横岗定位提升的传统产业向高端文化创意转型升级的
示范区，成为助力深圳东进的战略节点。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佳润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万科三星视界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
本项目作为梅彩片区的重大项目，与深业上城共同构成片区更新发展的核心支点，
是万科切入城市更新和产业园区领域的重点探索性项目。项目组结合梅彩片区城市更新
统筹规划的成果，利用万科在品牌、产业园区开发运营、城市配套运营、战略合作伙伴
等领域的优势，借鉴英国金丝雀码头和上海普陀并购金融交易中心的案例，提出构建以
并购金融为主导，以紧密配套的专业服务、信息服务为支撑，以相关创新业态为补充的
国际化、专业化新型金融产业集群，打造一个具有特色的福田区次级金融新业态集聚区。
推动本项目与深业上城协作联动，共同打造一个承载市级商业品质与功能的区域特色商
业中心和“30 分钟”步行优质低碳生活圈，践行产业、城市与人文三大使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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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区观湖街道 A907-0123 地块产业发展与功能定位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机荷高速公路北侧，现状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
地，总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项目拟通过法定图则调整的程序，调整用地性质为 M0（创
新型产业用房），提高开发强度。本项目立足地块的区位交通条件和建设主体要求，从
深圳市、龙华区等层面，结合发展现状及各层规划，对项目所处的区域和产业环境深入
研究，在多层次的区域竞合关系中确立项目的发展定位，明确产业与功能发展的重点方向，
并制定集建设、招商、运营等于一体的综合发展策略。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静超

佳兆业坂田牛古岭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产业规划
佳兆业坂田牛古岭工业区位于龙岗区坂雪岗科技城发展单元规划区域内的产业综合
功能区，距深圳市政府及福田中心区 15 公里，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本项目通过对区位
交通条件、建设现状、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基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趋势，结
合坂雪岗科技城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定位，提出了重点围绕智能家居、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软件等相关产业，发展总部经济、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研发设计、
创新金融、人才培训等业态的总体策略。规划提出，通过构建 O2O（线上至线下）的智
慧社区服务平台，形成创业创客孵化生态圈，将本项目打造成为深圳智能家居产业园、
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基地（“一园一基地”），在坂雪岗科技城和龙岗区的产业
转型升级、城市形象提升、人才结构优化、产业配套完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项目委托方：佳兆业国承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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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汽车站片区城市更新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方案
深圳汽车站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罗湖区清水河片区。“十三五”时期，罗湖提出
了城市更新“三百”计划：2016 年城市更新投资完成 100 亿元、2017 年列入更新项目
的计划 100 个，而到 2020 年城市更新在建和完成的项目达到 100 个，力争五年再造一
个新罗湖。本项目在对交通运输产业发展趋势及罗湖区区域空间演化态势分析的基础上，
对项目的产业选择范围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科学论证，通过对项目区位交通条件及周边市
场环境的实地考察，合理确定了项目 “六港合一”的功能定位，并分别针对项目的建设
及招商、运营需求提出了对应的措施与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卓越运发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静超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石井城市更新项目产业规划
随着深圳全域中心化的发展和“东进”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坪山区的战略区位优
势加快显现，正逐渐成为全市大量高端要素争相涌入的战略高地。本项目通过对全市及
区域产业导向、产业政策、发展现状、形势及空间布局分析，结合全市及区域产业政策、
产业规划、交通条件、公共配套等确定产业发展方向，通过 SWOT 分析，最终构建 “智
能医疗 + 智能驾驶”产业体系，同时依托深圳技术大学的资源优势，量身制定了精细化
的招商运营模式，为项目后续建设提供了系统的决策与操作指导。
项目委托方：广东联泰地产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静超

沛鸿电子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功能规划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濒临华侨城、后海中心区、大学
城创新区，区位优势明显，开发前景较好。沛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
想通过城市更新盘活现有土地资源，使企业发展进入一个新台阶。本项目立足于企业发
展现状，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南山区产业发展规划，梳理企业发展优势，帮助企业进行
产业功能定位，建议企业要吸引台湾企业，尤其是生命健康领域的前沿资源进行合作，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项目委托方：沛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曹钟雄、吴浩、赵英、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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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兆业龙城工业园产业升级规划研究
龙城工业园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北侧，处于龙岗中心城和大运新城的“双核心”
位置，西与东莞相连，北与惠州接壤，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本项目分析了深圳市建设
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龙岗区大力推进东进战略的发展机遇，结合大运新城的产业发
展基础与总体定位，提出了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命健康产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四大领域的产业定位，重点围绕高性能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物联网
设备、先进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医疗设备等领域，发展研发、检测、创客孵化、
科技服务、创新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并以项目为基地，推动深圳大学生培养和职业能
力测试平台建设，助力大运新城建成知识中心和活力中心建设。项目建设的目标是通过
整体改造，提升园区建筑品质，拓展产业空间，将园区打造成为深圳东部“双创”示范
平台和创新型产业聚集区。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谭慧芳、杨龙龙、甘凯龙

深圳市龙岗区龙壁工业区更新产业发展定位
龙璧工业区位于深圳制造业重镇龙岗坂雪岗科技城，占地面积 9.9 万平方米，是典
型的电子信息加工制造型工业区，整体经济效益不高，亟需通过更新改造提升发展水平。
本项目通过分析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基本规律，按照国家、省、市、区的宏观发展
战略和微观发展定位，建议龙璧工业区未来产业以生命经济为发展重点，以政府产业政
策为支撑，以大健康综合服务商为目标，依托集团的产业链条、金融资本、投资运营等
优势，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大健康产业综合服务平台，重点发展医疗器械、
可穿戴设备等大健康制造业，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健康保险等大健康服务业，
推进大健康产业链横向合作和纵向延伸，促进集团转型升级，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大健康服务基地。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壁工业区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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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文化创意中心城市更新项目功能定位和产业研究
本项目是中洲控股属下深圳市长城物流有限公司的工改工更新项目 , 位于深圳市罗
湖区笋岗片区泥岗路南侧。项目拟通过城市更新，策划新产业注入新功能，着力发展影
视演艺、创意设计两大核心产业，树立深圳文创产业新标杆，成为引领笋岗片区城市升
级的新引擎、打通罗湖东进战略通道的新支点。项目推进过程中紧盯产业规划与项目落
地的结合，利用产业规划引导项目招商，并通过招商行动不断提升产业策划，是规划与
实践相结合的新探索。
项目委托方：中洲控股深圳长城物流有限公司
项 目 总 监：曾真 项目负责人：刘泳先
项目组成员：郑鑫、王小梦、金建玲

艾美特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发展规划
本项目经过多次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将艾美特工业园定位为以智能家居家电研发
为核心，融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 +”、创意设计、智能研发和智能制造产
业等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型智能产业生态圈；同时，对接深圳发展创新型产业的需要，
引进一批台资创新型企业，提升项目国际化水平，营造支撑创新的服务环境，打造服务
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两岸科技双创服务基地，打造深圳首个以两岸
科技合作交流为主题，集科技孵化、创客空间、科技投资及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两岸小
微双创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
项目委托方：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吴浩、赵英、高雅

粤斯特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产业功能规划
本项目位于深圳国际低碳城 5 平方公里拓展区核心区，深圳 1 小时经济圈内，交通
资源丰富。项目建设主体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国，是国内格力电器、蒙牛乳业、伊利乳业、TCL 股份的供货商。本项目调研了
项目建设主体的基本情况，对建设主体所处的行业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建设主体要重
点关注前沿新材料领域的研发，还需要对现有产业链进行延伸，最终将项目定位为集总
部基地、研发基地、应用基地、智能产业基地和综合配套于一体辐射全球的粤斯特环保
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粤斯特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吴浩、赵英、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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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产业规划与发展
序号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创新驱动战略下的深圳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海洋局）

2.

深圳市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策略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聂鉴强

3.

深圳市制造业发展后劲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聂鉴强

4.

深圳市主要产业的产业链情况分析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聂鉴强

5.

广东深圳出口加工区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深圳市坪山新区经济服务局

6.

河南省新乡市“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河南省新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

福建省石狮市现代服务业“十三五”规划

福建省石狮市商务局

8.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规划产业专题研究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鲁鱼

9.

深圳市罗湖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

深圳市罗湖区发展研究中心

刘国宏

深圳市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

曹钟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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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萌

曲建
蒋学民
刘宇

11.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与技改投资下降成因
及对策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蒋学民

12.

深圳市龙华新区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聂鉴强

13.

深圳市盐田河临港产业带产业发展规划

深圳市盐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王国文

14.

湖南省株洲云龙示范区“两型”产业规划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局

曲建

15.

广东省东莞长安新区战略定位与产业规划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曲建

16.

佛山市禅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曾真

17.

重庆沙坪坝歌乐山国际慢城战略规划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委员会

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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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战略下的深圳产业发展研究
2016 年 2 月，深圳启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编制工作。本
研究将支撑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的编制，从城市整体层面，提出创新
驱动战略下的深圳未来产业发展思路、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发展路径、重大产业项目安排、
政策措施等内容，为全市未来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海洋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市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策略研究
本项目研究制造业服务化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分析了深圳市制造业服务化的必
要性和意义。结合全球制造业服务化典型路径和案例研究，项目提出了深圳市制造业服
务化的战略模式和重点行业转型路径，并从企业价值链、创新链、生产组织方式、政府
公共政策、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叶桂芬、张文强、党崇雷、杨翠丽

深圳市制造业发展后劲研究
本项目重点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深圳要不要发展制造业，二是如何在综合成本高、
土地紧约束条件下发展制造业。在此思路下，项目研究了全球制造业、我国制造业以及
深圳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提出了深圳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基本原则，以及在产业选择、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空间布局、园区载体、人才建设等
方面的策略建议。本项目为市政府重点调研项目，研究成果对于下阶段深圳制造业转型
升级、新兴产业布局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叶桂芬、张文强、党崇雷、杨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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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纲要
本项目是河南省新乡市“十三五”系列规划的核心项目，是新乡市首次为本市三大
产业发展制定科学发展规划。项目组多次深入县区、企业实地调研，最终提出，新乡市
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融合、创新驱动、
合作融入、区域品牌”四大发展战略，打造“一轴三带”的产业发展格局。本纲要对新
乡市“十三五”期间产业发展定位及目标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规划，并对新乡市各县区产
业发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是新乡市各级政府及部门坚持创新驱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提质发展，制订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
项目委托方：河南省新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王钊、程浩岩、山敬宇

广东深圳出口加工区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经过 15 年的发展，广东深圳出口加工区已发展成工业、物流业集聚的专业园区，对
地方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为推动出口加工区转
型升级，坪山新区自 2014 年起启动了“原址、原地、原面积”申报深圳坪山综合保税区
的工作，并联合深圳海关委托我院开展深圳出口加工区产业转型升级课题研究。项目组
通过多次调研，对深圳出口加工区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深
圳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思路和方向。未来，深圳出口加工区将重点打造“高新 + 保税
+ 示范”三合一的出口高地，形成国家华南地区外向型新兴产业的制造中心、创新中心
与服务中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周光伟、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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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主要产业的产业链情况分析
本项目走访了深圳市主要产业的相关企业和协会，围绕移动通信及智能终端、集成
电路、机器人及工业控制、可穿戴设备及 VR/AR、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新能源汽车等八大新兴产业，分析了本产业在深圳地区的产业链优势、产业链薄弱
环节及缺失环节，最后结合国内外本产业发展位居前列的国家、城市和地区的产业政策，
根据深圳市产业发展的实际和条件，提出了符合深圳市产业特点的政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叶桂芬、张文强、党崇雷、杨翠丽

福建省石狮市现代服务业“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是石狮市“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结合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和石狮市以服务
业为传统的发展基础，项目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石狮市现代服务的发展方向，明确了“创
新、集聚、融合”三大战略，并系统梳理了现代服务业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举措，
为石狮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路径。石狮市是一个依靠商贸传统快速
发展的城市，在消费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发挥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优势，
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应是“十三五”期间重点突破的方向。因此，
本项目提出了建设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和全域优化空间布局两大措施，以信息技术改
造提升现代服务业，以空间优化促进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形成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硬件支撑体系，并辅以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形成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
成果。
项目委托方：福建省石狮市商务局
项 目 顾 问：刘宪法
项目负责人：刘宇
项目组成员：郑宇劼、闫化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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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规划产业专题研究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是广东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力求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协同参与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试验，深化深港合作，探索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
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项目的创新点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系统梳
理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发展沿革及使命，并从全球、全国以及深港三个维度全面分析
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二是构建了一套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产业
发展体系，并在空间上对产业布局有所指引和规划；三是分析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港
区转型升级的功能定位以及升级策略，并从珠三角区域、深圳各区以及周边重点片区三
个层次分析了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四是对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海蛇口片区产
业集聚动力机制的构建、港区转型升级、人口规模及建设规模预测以及地区生产总值预
测做了详尽的专题研究。
项目委托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阮丽熔、方雪钦、彭新才

深圳市罗湖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
服务业是罗湖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十三五”时期全区引领经济新常态
发展、培育市场新供给新动力的关键性产业。然而，受空间、交通、城市管理等因素影响，
罗湖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本项目针对聚焦国内 VS 聚焦国外、人才优先 VS 资
本优先、商品贸易 VS 服务贸易、多点开花 VS 集群发展、自然演变 VS 主动引导、产业
管制 VS 产业服务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六大发展策略和五大发展重点，建议罗湖区要围绕
“区、带、圈” 建设，多维营造服务经济发展空间。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余鹏、胡彩梅、余凌曲、张祥、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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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2016 年修订 )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本项目按照先导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根据国家、广东省以及
深圳市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紧密结合罗湖在全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特征，在《深圳市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2016 年本 )》的基础上，修订形成罗湖区的产业导向
目录。该目录将作为罗湖区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为罗湖区未来制定和实施具体
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指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张韧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与技改投资下降成因及对策研究
本项目多角度分析了龙岗区“十二五”期间工业和技改投资总体现状、行业结构特点、
投资效益等相关指标，并与全国、全省和深圳市进行了比较，总结出龙岗区工业与技改
投资的特点与差距。通过研究国内外宏观形势，详细分析了导致龙岗区工业与技改投资
下降的各种因素，包括内外需不振、我国新常态转型期结构调整、融资渠道不畅以及其
它各类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龙岗区工业和技改投资下降的政策建议。本项
目在龙岗区总结“十二五”工业与技改投资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该区在“十三五”
时期研判招商新形势、应对工业投资新形势、更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项目负责人：蒋学民
项目组成员：山敬宇、王钊、周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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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新区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明确了“十三五”期间龙华新区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主要任务、
重点产业、重大工程和保障措施，是引领龙华新区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行动纲领
和编制产业专项规划的指导性文件。本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龙华新区的产业定位
是发展“创新经济”，打造深圳北创新中心，构建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新兴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突出“智造龙华”、
“高铁龙华”、
“商
贸龙华”、“时尚龙华”和“创意龙华”产业发展亮点，形成“一轴、一带、六片区建设”
的空间布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张继海、叶桂芬、张文强、党崇雷、杨翠丽

深圳市盐田河临港产业带产业发展规划
盐田河临港产业带位于东进战略沿海发展轴的主节点上，是盐田区实施东进战略、
实现盐田区产业聚集与转型升级的核心平台。本项目地块位于盐田街道，南靠盐田港港区，
西接沙头角，总规划面积约 8 平方公里。区内有盐田港集团、华大基因、周大福珠宝等
知名企业。项目结合盐田区及盐田河产业带产业、交通、政策环境等实际情况，明确盐
田河临港产业带产业发展的总体建设目标和发展重点，提出充分发挥盐田港和盐田综保
区的基础优势，构建以现代物流业和创新型产业为主导，以城市服务、商务服务、港口
文化服务为配套的“2+1”临港产业体系。同时，针对盐田河临港产业带存在的集装箱堆场、
临时货柜车停车场、生活环境等现实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交通疏解方案和环境提升路径。
本项目成果已作为盐田区重点片区申报核心文件，上报至深圳市有关部门，对推进盐田
重点片区建设、打造东部发展新的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李玖兰、谭慧芳、杨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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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云龙示范区“两型”产业规划
株洲云龙示范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示范区五大片区之一，承担着探索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使命。在建设“两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云龙示范
区为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在区域产业发展上不断探索，以期依靠自
身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本项目旨在进一步厘清区域产业发展定位，寻
求一条适合示范区特色的发展路径。项目在分析长株潭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株洲
市产业发展给出了清晰的判断，同时对云龙示范区在全市的产业定位重新进行分析和提
炼，提出“回归制造、服务协同”的产业发展思路，列出了示范区产业发展目录和产业
政策方案，并为示范区产业园区发展和招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
项目委托方：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局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祥、郭毅、杨潇然、张珺珂、凌自苇

广东省东莞长安新区战略定位与产业规划
东莞长安新区紧邻深圳大空港，地处珠三角东部发展主轴、东莞科技创新走廊和环
深创新资源融合发展带上，同时将受到深圳空港经济圈和会展经济圈的辐射带动，未来
发展前景良好。招商蛇口是招商局集团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也是招
商局集团在国内重要的核心资产整合及业务协同平台。为实现高标准的建设目标，东莞
市与招商蛇口达成初步合作开发意向，本项目从东莞市产业发展基础出发，深入分析珠
三角都市圈产业协作，并对相关区域进行了竞合分析，提出了四代园区、滨海国际社区
的总体定位。通过市场调研和产业选择模型，本项目提出发展以机器人和海工电子装备
产业为主导的先进智造业，以自贸拓展服务业为主导的高端服务业。下一步，项目组还
将对 PPP2.0 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
项目委托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胡振宇、谢海、时鲲、安然、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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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
禅城区是佛山古镇千年文化积淀的承载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核心保护区，也是重
要的工业城区，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着先天的资源优势。本项目借势珠三角一体化下佛
山市产业转型、城市升级及社会发展的综合服务需求，紧抓佛山市“打造禅城强中心”
战略机遇，对禅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行业、重点项目、扶持政策等开展研究，重建禅城
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推动佛山市打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及国际化大城市发挥积极作
用。
项目委托方：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项 目 顾 问：周林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王小梦、高群

重庆沙坪坝歌乐山国际慢城战略规划
本项目作为重庆市重大都市休闲养生度假项目，按照国际慢城协会的标准，结合重
庆城市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慢元、慢核、慢道、慢区的“四慢”概念，形成国
内独一无二的大都市慢城国际休闲养生空间，对于提振重庆中央山脉的都市生态人文价
值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宋丁
项目组成员：黄璐、许文龙、姚升平、杜果、贺念慈、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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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新兴产业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2015 年深圳生物、互联网、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2.

促进深圳分享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曹钟雄

3.

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先行先试政策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4.

深圳市互联网 + 流通实施策略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李相锋

5.

深圳市智慧立体停车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方案

深圳市特区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曹钟雄

6.

中国科谷基本思路、预可研及发展规划研究

深圳科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

新疆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15-2025）

新疆喀什地区商务局

王国文

8.

深圳市龙华新区创新指数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经济服务局

聂鉴强

9.

深圳市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聂鉴强

10.

深圳市盐田区旅游产业创新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办公室

胡振宇

1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项目
可行性研究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交通物流
有限公司

王国文

12.

山东省德州生态科技城产业专题研究

山东省德州市规划局

王国文

13.

深圳市容大生物发展战略研究

深圳市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李相锋

14.

凤凰乐土·亚太生命科学联合基地项目

深圳市乐土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曹钟雄

阮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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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深圳生物、互联网、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
2015 年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深圳市生物、互联网、新材料产业
振兴发展规划和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年。为充分发挥我院公共经济研究所长期跟踪研究、
监测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的综合优势，做好深圳生物、互联网、新材料等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5 年发展情况报告的编制工作，项目组展开了三大产业全面调研工作，
力争全面梳理总结规划和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生物、互联网、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项目重点梳理了三大产业 2015 年国内外整体发展情况、特点和趋势，综合分析深圳三大
产业 2015 年及过去五年总体发展情况和主要特点，研判深圳三大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先行先试政策研究
本项目旨在加快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的战略任务，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先进经验，发挥深圳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
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在财税、金融、人才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加快深圳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建设。项目分析了我国创新资源和人才科技发展基础，以及我国成为下一次科技创
新中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梳理了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人才、
产学研、教育、投资、担保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政策，从财税、金融、人才、市场准入、
技术创新、区域合作等方面总结了北京、上海、广东省等国内主要科技产业先发地区的
先行先试的相关政策。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刘兴贺、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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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深圳分享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分享经济”，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全国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及分享经济，强调“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
设共享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分享经济被提到国家战略
层面，成为新热点。为抢抓战略机遇，培育发展新动力，本项目在了解分享经济发展趋
势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主要国家分享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深圳分享经济发展的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供市领导参阅。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

深圳市互联网 + 流通实施策略研究
本项目主要研究面对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布局新消费发展的双重机遇，如
何促进“互联网 +”在流通领域的发展。项目深入分析了目前“互联网 +”的发展特点和
趋势，提出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聚焦重点，坚持质量为本、品质为先，利用好“互联
网 +”特性，鼓励流通企业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业务，从供需两端整合产业链及上下游资源，
释放企业发展潜力和活力，推动“互联网 + 流通”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培育新兴
业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对推进互联网在商贸流通领域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
促进线上线下互动与融合，推动传统实体商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商贸流通的现代化水平，
拓展消费新领域，促进创业就业，使商贸流通业依托互联网实现稳增长、扩消费、强优势、
补短板、降成本、提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高雅、赵英、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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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慧立体停车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方案
为缓解“停车难”问题，增加停车设施有效供给，深圳市各部门分工协作，加快推
进深圳市停车设施建设。本项目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建立立体停车场的文件要求，同
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明晰全市立体停车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模式、运营管理模式、收
费定价机制，理顺各部门分工、审批流程、信息平台等制度，并初步估算政府可行性缺
口补贴，对全市立体停车场建设的投资运营管理做出总体安排。方案的研究制定有助于
加快推进深圳市立体停车场建设，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特区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

中国科谷基本思路、预可研及发展规划研究
面对新一轮世界科技产业竞争机遇和挑战，能不能打造一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地，
赢得更多战略主动和先发优势，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议题，也是深圳乃至珠
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为充分响应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整合国家科技、
产业创新资源，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本项目提出了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符合时代
发展要求、贴切我国发展国情、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中国科谷”战略构想。目前，项
目已经形成了《“中国科谷”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和《关于“中国科谷”先导区落户
深圳的预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科谷”总体发展规划》的研究。
项目委托方：深圳科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阮萌
项目组成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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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15-2025）
本项目是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继喀
什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可行性研究、系统性融资规划等一些列规划研
究之后承担的又一重大课题。作为国家向西开放
的窗口、中巴经济走廊的桥头堡，喀什在新疆丝
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喀什电
子商务发展的目标，是加快将喀什建设成为“一
带一路”上具有重要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电子商务
中心城市、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本项目
充分考虑了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
区位优势和喀什经济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特殊经济
开发区的政策优势，紧扣国家“一带一路”、“中
巴经济走廊”发展战略，围绕将喀什建设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结合点、增长极、区域中
心的战略定位，提出喀什电子商务发展，要以喀
什经济开发区为引擎、以本地特色产业发展为支
撑的发展策略，通过健全产业政策体系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构建具有喀什特色的电子
商务产业体系，为喀什打造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新疆跨越式新的增长点，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结合点、增长极和区域中心，中巴经济走廊的廊桥做出积极贡献。
项目委托方：新疆喀什地区商务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钱麒羽、李玖兰、谭慧芳

深圳市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以龙华新区成立以来至“十二五”时期末的科技发展基础为出发点，总结概
括了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实力水平、区域创新体系构成和科技创新环境条件，分析了龙华
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并顺应国家、省、市重大科技创新规划导向，提出龙华
新区“十三五”主要科技创新与产业化方向，提出龙华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
发展原则、主要目标、发展战略和重点任务及策略。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龙华新区经济服务局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叶桂芬、张文强、党崇雷、杨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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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旅游产业创新研究
在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快速重构的大背景下，盐田区旅游业发展面临空前
的“虹吸效应”，同时，由于自身传统旅游产品的老化和后续发展空间的不足，旅游业
发展遭遇空前挑战。本项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盐田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与特色，提出了
未来发展的新定位与新思路，制定了产业重构、品牌重塑、服务升级、平台再造、模式
转换五大系列举措，以加快促进盐田旅游业发展动力和模式转变，实现盐田旅游业大发展、
大提升、大跨越。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周余义、张静超、陈美婷、杨阳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项目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落户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交通物流园区内，总用地面积约合 124.6 万
平方米，投资估算总额约 41.74 亿元人民币。项目公司由香港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
司联合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交通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项目组对市场环境
和项目选址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建设方案、技术路线及设备选型，以及项目主要建筑物、
公辅建设方案。针对以上方案，项目进行了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建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
劳动卫生与安全体系，制订了项目建设组织管理与实施计划。可研结果表明，项目建设
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将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的新增长点。同时，项目与
当前市场需求高度契合，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基础。项目投资单位拥有的核心技术优势
使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优势显著。总之，项目建设经济可行，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项目委托方：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交通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钱麒羽、欧阳辉、甘凯龙

深圳市容大生物发展战略研究
容大生物长期致力于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是深圳美容保健领域三大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先后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技术认证。容大生物融汇中医理念和现代生物基
因技术，立志于做国内知名的亚健康调理专家，然而在亚健康调理市场开拓中遇到发展
瓶颈。本项目从政策解读入手，提炼“容大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展开行
业分析和市场研究，帮助容大生物总结梳理未来的发展思路。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吴浩、赵英、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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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生态科技城产业专题研究
德州作为山东西北部门户城市 , 凭借发达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向北对接京津冀
的桥头堡 , 向南融入济南都市圈，具备良好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德州生态科技城跨国家
级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陵城区两个行政区，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经济基础条件。本
项目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机遇，基于德州市及周边区
域发展条件，提出了打造“4+4+4”的产业体系，即大力发展装备制造、新能源、生命
健康、节能环保产业，积极培育科技孵化、服务外包、电子信息、休闲旅游产业，配套
发展现代商贸、现代金融、国际会展、现代物流产业，最终将生态科技城建设成为山东
省承接京津冀一体化新兴产业示范区、创新型科技孵化示范区、智慧型产城融合示范区、
低碳型生态建设示范区，为促进德州市产业转型升级及京津翼一体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项目委托方：山东省德州市规划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杨思曈、杨龙龙

凤凰乐土·亚太生命科学联合基地项目
本项目全面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依托生命科学领域
国际顶尖创新资源支撑，引入全球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顶尖最前沿的科研团队、著名院
校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构建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发展模式。项目计
划在园区内聚集和培育发展生命科学高端产业要素，抢占全球生命科学产业价值链前沿
环节，加速先进科技研发成果的产业转化。项目对促进国际顶尖学科领军人物汇聚宝安，
把握世界生命科学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聚焦重点领域打造独具特色的生命科学产业集
群，推动生命科学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研发集成，带动宝安生命科学产业链实现突破性
跃升，提升国际知名度、竞争力和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乐土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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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园区经济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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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西园（柳州）
发展总体规划

柳州市柳东新区经济发展局

阮萌、
王东升

2.

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滨海新城发展策略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胡振宇

3.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转型升级专项研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福田区政府

刘容欣

4.

黔南州·广州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王东升

5.

毕节·广州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阮萌、
王东升

6.

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政府

7.

深圳市冷链 - 物联网科技园概念规划与产业发展研究

深圳派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四川省开江县健康家电产业园规划

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政府

9.

重庆市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产业与空间发展策略

重庆市高新区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

10.

佛山市石湾西片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总体方案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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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鲲
王国文
曾真
刘泳先
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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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西园（柳州）发展总体规划
本规划定位于高铁经济带广西园战略层面规划，是未来高铁经济带广西园各类专项
规划编制和开发建设的行动指南。项目分析论证了打造高铁经济带广西园对于柳州对接
广州、佛山等珠三角龙头城市，构建区域合作战略平台和发展引擎的可行性，明确了其
在新一轮泛珠合作中可以承担的关键任务和重要使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发展总
体定位和空间布局，系统梳理和确定规划区块产业发展重点和方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开展经济合作体制机制、园区开发运营模式和政策支撑体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力
图找到可供园区先行先试和率先突破的关键领域和环节，从而使园区在更高层面得到支
持，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的科学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项目委托方：柳州市柳东新区经济发展局
项目负责人：阮萌、王东升
项目组成员：公共经济研究所

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滨海新城发展策略
海 洋 经 济 在 我 国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中 的 地 位 越 来 越 突 出。《 中 国 制 造 2025》 和 国 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一带一路”
战略明确了海洋经济的国际合作领域和拓展空间。本项目所在唐家湾地区是珠海市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区，拥有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源基础。项目通过对其现状、问题和机
遇的系统梳理、分析，有效确定了片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并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地提
出了在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就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策略建议，对于促进唐家湾片区
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张静超、周余义、孙辉、张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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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转型升级专项研究
作为全国单位面积效益最高的保税区，福田
保税区肩负着深圳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对外贸易、
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使命。近年来，由于紧邻福
田中心区且地租相对中心区较低，不少非保税产
业进入园区，对保税产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同
时，由于人工和地租成本的不断上升，一部分低
附加值的代工制造企业和简单仓储、物流企业面
临被淘汰的局面。为解决福田保税区存在的问题，
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本项目从新的发展形势出
发，借鉴世界保税区发展规律，结合福田保税区的发展阶段和自身特点，提出了福田保
税区由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转型发展总体思路，在功能定位上提
出将福田保税区与皇岗口岸片区、及河套片区整体建设成为深港跨境自由贸易区，并赋
予 CEPA 试验区的功能，将福田保税区打造成中国经贸规则试验区、深港合作先导区，
使福田保税区引领中国保税区转型升级。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福田区政府
项目负责人：刘容欣
项目组成员：谢海、王振、尹小蒙

黔南州·广州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本规划注重从战略层面做顶层设计，同时关注园区近期产业发展和开发建设。规划
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做好对广州对口帮扶贵州工作总体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切
实了解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研究广州 - 黔南州开展专项合作的潜在领域、比较优
势和存在问题；二是确定园区在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定位，明确
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和路径；三是就园区发展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配套体系建设等进行初步规划；四是提出园区近三年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的重大事项、重点项目，并提出为推动园区加快发展拟争取的政策、资金支持
需求。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王东升
项目组成员：公共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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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广州产业园发展规划
本项目以广州对口帮扶贵州省工作会议和广州·毕节对口帮扶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
注重广州、毕节两市优势互补，重点谋划一批带动性、示范性项目，培育产业生态圈，
积极探索产业合作扶贫开发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使规划成果能够做到“顶天立地”，《发
展规划》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突出毕节市在资源、能源、劳动力及综合政策
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充分发挥广州市在理念、资本、人才、科技、港口、服务、开放
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实现优势对接和要素深度整合；二是以广州、毕节双方合作基础比
较扎实、合作意愿比较强烈的方面为重点，谋划一批具有示范性和可操作性的重大项目，
使规划成果更接地气；三是注重合作机制和政策的创新，谋划管用的工作抓手，切实推
进务实合作。
项目委托方：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阮萌、王东升
项目组成员：公共经济研究所

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研究
盐田综合保税区（简称“盐田综保区”）于 2014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规划面
积 2.17 平方公里，包括原沙头角保税区、原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原盐田港保税区三个
片区。作为深圳市首个综合保税区，盐田综保区在区位交通、产业发展、区港联动、监
管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然而，在政策功能落地、产业结构层次、对外贸易结构、
园区形象及配套、区区联动、开发运营模式等方面，盐田综保区仍然存在不足。我院在
顺利完成《深圳市盐田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的基础上，开展本项
目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盐田综保区的政策优势及落实情况，提出了“保税 +”四大产业
体系下的 6 个重点发展领域，并立足盐田区视角与可为领域，提出 6 大类、16 项行动策略。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政府
项目负责人：时鲲
项目组成员：尹小蒙、张霄、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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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冷链 - 物联网科技园概念规划与产业发展研究
本项目选址于龙岗区街道大康 - 安良片区，规划占地面积约 36.24 万平方米。项目
地块临近龙岗大道、惠盐路、横坪路等城市干道，经城市干道可接入水官高速公路和沈
海高速公路，具有良好的外联交通优势，生鲜电商、冷链物流需求基础良好。随着中国
冷链市场发展需求增长加快，政策利好进一步释放，冷链 - 物联网科技园的建设面临一
系列重大发展机遇。本项目将冷链物联网装备研发制造与冷链物流服务相结合，提出重
点围绕冷链物联网设备制造与技术研发、冷链物流与城市配送、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建设、
冷链物联网科技教育、食品安全检测和其他配套服务六大发展重点，建设研发制造功能区、
冷链服务功能区、冷链物联网商业文化中心、商业办公核心区、配套服务功能区、冷链
教育基地六大功能区，最终将冷链 - 物联网科技园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冷链 - 物联网科技
研发和应用集聚区、冷链物流技术教育和综合服务平台、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和监控中心、
军地科技融合转化示范基地、城市高端生鲜食品配送基地。
项目委托方：深圳派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林信群、刘洁、钱麒羽、李玖兰、谭慧芳、杨龙龙、甘凯龙

四川省开江县健康家电产业园规划
本项目是我院对西部贫困山区开展“智力扶贫”的重要项目，从健康家电产业园的
前期策划、规划编制、园区招商到项目落地，全过程参与，把规划付诸实践，实现开江
健康家电产业“从无到有”的质的跨越。开江县地处四川省东部，大巴山南麓，是国家
振兴川陕革命老区、推进秦巴山老区扶贫开发的主要区域。本项目通过系统分析现状基
础及资源条件，选取健康家电产业作为开江推动新型工业化的突破口，编制《健康家电
产业园产业规划》和《健康家电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此基础上设计制作了《开
江健康家电产业园招商宣传片》及《开江健康家电产业园招商指南》，共同策划、全程
参与园区的招商对接、项目签约、奠基仪式等活动。
项目委托方：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曾真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金建玲、王英杰、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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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石湾西片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总体方案
本项目是 2015 年度“石湾西片区发展战略与策略咨询”的延续和深化，是我院城
市化所继“广东工业设计城”之后，协助地方争取国家支持、推动片区转型发展的另一
次重要尝试。本项目是石湾西片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的重要基础和工作指引。
在总体方案中，项目组进一步明确指出创建工作对于石湾西片区以及整个佛山发展的重
要意义，总结梳理了石湾西片区目前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突出问题 , 提出了创建工作的
指导思想、发展定位、主要目标、产业发展重点、空间布局、重点工程、保障措施等。
项目委托方：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
项 目 总 监：曾真
项目负责人：明亮
项目组成员：刘泳先、金建玲

重庆市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产业与空间发展策略
本项目是在全国建设“特色小镇”的大背景下对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新实践，为中
西部地区同类型园区的发展探索新路径。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是重庆市国家级高新区的
主力载体，地处重庆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等两大板块的碰撞带上，
“十二五”
建园以来，积极参与重庆产业分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十三五”时期，产业园又迎
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部创新中心窗口和科技小镇等重大历史性机遇。本研究
立足新形势、新要求，调整近期发展重心，推进产城融合、城市先行，逐步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优化功能布局，打造容纳新产业、新人群的科技小镇“大容器”，
同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动力转换，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基础不断扩散发展新产业，
形成新的发展动能，推动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从产业园区向科技小镇“蝶变”。
项目委托方：重庆市高新区金凤电子信息产业园
项 目 总 监：曾真
项目负责人：刘泳先
项目组成员：周林、王小梦、韦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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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商贸物流
序号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工业商贸运行分析报告（2016）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2.

深圳市 2016 年度工业商贸运行重点数据汇编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3.

深圳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16-2020）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王国文

4.

深圳市港航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

王国文

5.

咸宁市现代物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

王国文

6.

深圳市物流质量指数专题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王国文

7.

深圳智慧港建设实施方案研究

深圳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

王国文

8.

广东省“十三五”沿海港口发展意见研究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王国文

9.

粤港澳大湾区 " 一带一路 " 物流枢纽建设战略规划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王国文

深圳机场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周顺波

深圳市越海全球物流有限公司

刘鲁鱼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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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发展与资源规划
（2016-2020）
越海前海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产业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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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业商贸运行分析报告（2016）
本项目对 2016 年深圳市工业商贸主要经济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在建立全市工
业商贸经济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ARMA 模型等）和统计学方法，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技术手段对主要经济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重点结合当前
热点问题，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经济趋势进行预判，为全
市经济运行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陈美婷

深圳市 2016 年度工业商贸运行重点数据汇编
本项目建立包括工业、社消零、进出口、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用电量、
企业情况等系统全面的数据资料库，对反映工业商贸运行情况的数据进行全面覆盖。在
全面深入搜集全市工业商贸数据的基础上，还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国内主要城
市进行对比分析，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有助于更加客观、准确地
分析与评估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陈美婷、张静超

深圳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本项目提出，要以率先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加快发展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深入推进深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三大抓手，聚焦优势领域和潜力领域，优化企业营商
环境。《行动计划》以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增强服务贸易集聚示范
效应、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体系和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为重点发展目标，加快推动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同时，针对五个发展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指标，并从改革创新的示范引领、
优势领域的做大做强、潜力领域的发展壮大、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和多渠道财税金融的
带动作用等五个领域，明确了具体任务和相关责任单位。《行动计划》对进一步扩大深
圳服务贸易规模，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深圳质量”，实现深圳市服务贸易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贸信息委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

79

研究咨询
RESEARCH & CONSULTATION

深圳市港航发展“十三五”规划
港口是国家战略资源。深圳港作为全球第三
大集装箱港。编制《深圳市港航发展“十三五”
规划》，对深圳发挥在“一带一路”的辐射影响
力、提升深圳市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本《规划》结合国际港航业发展最新趋势，明确
了建设国际航运枢纽等总体目标和主要指标，提
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重要举措，包括进一步
强化“深水战略”，着力提升港航基础设施水平，
加大内陆和海上廊道建设，优化港口集疏运结构，
大力建设智慧港口和低碳港口，加快推动港航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
高端航运服务业体系，增强深圳港的国际影响力。《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将深圳打造
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国际航运枢纽，推动深圳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率先突破，在
国际港航业的激烈竞争中占得先机，在国家和特区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钱麒羽、谭慧芳、杨龙龙、甘凯龙

咸宁市现代物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咸宁市是湖北南大门，是长江经济带与京广
铁路大动脉的交汇点，是武汉 - 长沙 - 南昌三
大省会城市“中三角”的地理中心，具有发展现
代物流业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本项目分析了
“十三五”期间咸宁市物流业面临的发展背景和
战略环境，提出了咸宁市物流业的发展重点和空
间布局原则，即以冷链物流、制造业物流、商贸
物流为三大领域，以农村物流、多式联运、保税
物流、城市物流、电商物流、第三方物流和供应链金融为七大业态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和“一
核、三带、多节点”的总体空间格局。项目确定了将现代物流业发展成为咸宁市支柱产业、
将咸宁市打造成为鄂南开发开放的门户和中三角区域的物流枢纽城市这一总体战略目标，
明确了城乡物流配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信息平台、多式联运衔接、智慧物流建设、低
碳物流引领和物流主体培育八大重点工程。《规划》已经由咸宁市政府颁布实施。
项目委托方：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钱麒羽、谭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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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流质量指数专题研究
质量指数是深圳质量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创新方面。本项目构建了适应深圳市现代
物流业建设发展、反映物流业服务质量的评估指数体系。该体系涵盖了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集装箱重箱率、集装箱船舶靠泊安全率、公路货运事故率、集装箱作业损坏
率、港口新能源设备使用率、港运通设备使用率、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和海铁
联运比例共 9 项指标，并设定了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计算的方法与权重，得到了
2010 年至 2015 年的深圳市现代物流质量指数的结果。通过分析指数变化趋势发现，深
圳市物流业增加值 GDP 比重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物流业发展的外
部经济环境复杂，导致物流业综合成本高居不下。针对这一问题，本项目建议积极推动
物流技术与模式创新，加快推动物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海铁联运比例，努力将深
圳打造成国际航运枢纽港。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杨龙龙

深圳智慧港建设实施方案研究
智慧港是未来港口的发展方向。作为深圳市
大交通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
环，深圳智慧港建设对于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保持区域竞争力、提高深圳国际影响
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智慧港将先进的信息
技术和自动化技术通过网络的连接应用到整个港
口物流作业、运输服务及港口管理中去，在信息
全面感知和互联的基础上，实现港口集疏运、生
产操作、仓库管理、物流跟踪、海关监管、绿色低碳监控等方面的智能化，实现车、船、
人、物与港口各功能系统之间无缝连接与协同联动的智能自感知、自适应和自优化。本
项目总结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智慧港最新发展现状与趋势，对深圳港智慧化建设的优势基
础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基于智慧港的概念与内涵，明确了深圳智慧港建设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分别就智慧港门户网站、深圳智慧港平台、智慧港集群与港口链、
低碳港航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项目研究对深圳打造国际一流的智慧港
体系、打造连通深圳港航体系的信息枢纽、树立深圳智慧港品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港航和货运交通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钱麒羽、张翼举、聂鲸郦、谭慧芳、杨龙龙、甘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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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十三五”沿海港口发展意见研究
在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国际航运需求持续
低迷的背景下，为充分顺应“大船化”、“联盟
化”的行业发展趋势，转变港口航运发展模式，
创新港口航运体制机制，发挥全省沿海港口在国
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中的作用，本项目
结合广东省沿海港口的实际情况，完成了《广东
省“十二五”沿海港口发展意见评估》和《珠三
角沿海港口发展战略研究》，制订了《广东省
“十三五”沿海港口发展意见》。本项目成果强
化了提质增效、智慧低碳的发展内涵，明确提出要将沿海港口打造成为参与全球资源配
置的枢纽、对外合作的重要品牌和窗口，以及广东省参与全球竞争和“一带一路”的重
要节点，制订了优化产业集群、引导资源整合、推进多式联运、提倡低碳绿色、鼓励智
慧创新、积极开放共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系列发展战略，对广东沿海港口发挥在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作用和港口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张翼举、钱麒羽、谭慧芳

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物流枢纽建设战略规划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物流枢纽是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主要载体。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打
造成为基础设施高度发展、创新要素高度聚集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通
过采用案例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的战略背景、发展基础、
战略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明确了物流枢纽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建设一个枢纽”、“打造
五大中心”的总体目标，即以港口与航运中心、机场与航空中心、铁路与多式联运中心、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心、要素交易与创新金融中心为核心，最终形成功能完备、及时可
靠、通关便利、流转顺畅、经济高效、海陆空并进的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全球门户枢纽。基于战略定位，提出六个重大工程作为具体实施策略与路径，
分别是港口与航运枢纽工程、机场与航空枢纽工程、多式联运枢纽工程、内陆廊道及内
陆港建设工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工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工程。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负责人：王国文
项目组成员：王文博、张翼举、谭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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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发展与资源规划 (2016-2020)
“十三五”期间，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实施“一核多元”发展战略，物流业
务板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深圳机场现代物流公司承担着创新物流业务发展模式、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任，为梳理提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所需配置资源，
本项目通过案例分析和现场调研，在梳理机场物流业务和资源现状，分析航空物流环境发
展态势的基础上，提出“专业航空物流平台开发运营商”的公司定位和“安全与服务提升”、
“国际化”、“平台化”、“融合创新”四大发展战略，制定业务发展与资源配置策略，
安排实施计划与步骤，为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发展和资源配置提供方向性指导。
项目委托方：深圳机场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曹钟雄、赵英、高雅、吴浩、张韧

越海前海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产业专题研究
本项目的建设对加快前海平行进口汽车产业发展、建设发展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
提升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符合国家战略要求以及深圳
市产业发展趋势。项目以服务全球知名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核心、以越海一体化供
应链管理模式为特色、以提升客户整体供应链竞争力为使命，立足三大核心体系，涵盖
供应链协同服务、智能信息服务、金融创新服务，搭建集全球生产指挥、管理运营和资
源配置功能于一体的富有内涵特色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总部，形成“一总部三中心四平台”
产业功能体系。项目牢牢把握深圳市推动服务型经济发展、南山区总部经济优势不断巩
固以及前海蛇口打造供应链管理中心的战略机遇，创新供应链协同服务、智能信息服务
以及供应链金融服务，在前海汇集越海的全球业务，集聚相关品牌代理商、进口汽车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跨境电商、第三方物流企业等，推动前海发展成为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越海全球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赵圣慧、方雪钦、阮丽熔、彭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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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海洋经济
序号

84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广东省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
“非沿海七市海洋经济调查”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胡振宇

2.

国内外和深圳市海洋高技术产业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胡振宇

3.

深圳市海洋产业产品目录编制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4.

深圳市海洋未来产业发展报告（2016）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5.

广东省东莞市海洋经济统计调查

广东省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6.

广东省惠州市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7.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8.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胡振宇

9.

深圳市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胡振宇

10.

科研机构体制机制与深圳市海洋研究院组建方案
对比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胡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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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非沿海七市海洋经济调查”
开展海洋经济调查，全面掌握海洋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和海洋经济资源存量，评估
海洋资源供给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海洋资源开发政策和措施的制定提供
决策依据，对于维护国家权益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国家和省层面海洋
经济普查的要求，项目组承接广东省韶关市、佛山市、肇庆市、梅州市、河源市、清远
市和云浮市各区县 7 个区域内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法人单位和渔民等涉海主体的普查工
作，全面摸清我省非沿海城市涉海单位基本信息，与沿海城市涉海单位信息一并形成全
省涉海单位名录库，掌握我省非沿海城市海洋经济现状，分析我省非沿海城市海洋经济
发展水平、结构和分布，为省委、省政府科学谋划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张洪云、安然、孙辉、周余义、杨阳、张静超、陈美婷

国内外和深圳市海洋高技术产业研究
本项目在把握国内外海洋高科技产业发展动向和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南海大开
发战略，针对深圳市有关海洋产业的规划、政策与发展实际，运用创新理论和竞争优势
理论，对海洋高科技产业进行深入分析，形成对深圳市海洋高科技产业发展优势、劣势、
机遇和挑战的系统、全面认识，研判深圳市具有发展机遇和潜力的海洋高科技产业细分
领域与环节。按照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相结合、错位发展和特色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着
眼于突破重点技术领域与环节、强化集成应用创新，准确定位深圳海洋工程技术研究院
的研究领域。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杨阳

85

研究咨询
RESEARCH & CONSULTATION

深圳市海洋产业产品目录编制
本项目通过向重点涉海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企业产品信息，编制《深圳市海洋
产业产品目录》。目录报告从全市海洋产业和产品两个层面，全面深入掌握我市海洋产
业发展实际，清晰认识各产业的优势领域、薄弱环节以及产业链构建情况，为海洋经济
管理部门从供给侧着手精准实施海洋产业领域的去产能、补短板调控提供扎实的决策依
据，从而高效推动全市海洋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蓬勃发展，促进海洋产品
竞争力提升和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

深圳市海洋未来产业发展报告（2016）
本项目对 2015 年深圳海洋未来产业增加值进行核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海洋未来产
业发展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以深圳代表性涉海企业作为样本，对
海洋未来产业发展动力进行研究。同时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和景气指数编制原理方法，结
合深圳海洋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海洋未来产业景气指数，对海洋未来产业发
展的周期性波动进行预测、跟踪和确认，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张洪云

广东省东莞市海洋经济统计调查
本项目通过对东莞市涉海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形成涉海单位清查底册、涉海企业名
录和涉海企业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核算东莞市海洋生产总值和增加值，对海洋经
济规模和优势产业、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同时，建
立“东莞海洋强市指数”，对比分析东莞与国内主要沿海城市海洋强市建设水平，从而
更好谋划和实现“十三五”时期东莞海洋强市建设。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张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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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海洋经济一直是惠州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惠州正面临产业转型、迈入后
工业化阶段的关键期，寻找新的经济突破口成为当务之急，海洋产业凭借自身的综合性、
多元性、超前性特点将为惠州市经济发展打开新的窗口，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进一步
增强海洋经济对惠州经济发展的作用，充分发挥惠州海洋资源禀赋优势，找准自身海洋
发展定位，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本项目通过系统研究，构建了“442”的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提出了惠州蓝色经济总体战略思路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实施路径，致力于将惠
州建设成为我国南部蓝色经济带海洋强市。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张洪云、安然、杨阳、陈美婷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惠州市作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所辖海域岸线曲折，生态环境基础良好，
生物资源丰富。本项目通过分析海洋环境保护基本状况，突破制约惠州市海洋经济和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因素，提出惠州市发挥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先试先
行效应，率先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水平，引导海洋资源科学有序开发利用，优化海域资源
和环境容量配置，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建立“陆海统筹、人海和谐、
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城市”。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杨阳、陈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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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体制机制与深圳市海洋研究院组建方案对比研究
本报告在重点研究国内外著名海洋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与模式的基础上，对青岛、
上海和厦门等重要海洋城市海洋科研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与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比分析传
统科研机构与企业化、民办非企等各类新型科研机构的体制机制与和运行管理模式，以
提高全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海洋高科技产业发展为导向，提出组建深圳海洋工程
技术研究院的对比方案。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孙辉、杨阳

广东省惠州市海洋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通过实地调研，系统分析现阶段惠州市海洋环境保
护的现实存在问题，提出将惠州市建设为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发
展第一梯队，建立“陆海一体、两湾联动、三线管控”的海洋
生态环境空间大格局，围绕“三大示范、五大制度、七大工程、
一图一账一网一平台”等抓手，促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海洋环境基础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海洋与陆域统筹管理体制
完善创新，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提升。规划为惠州市海洋
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撑。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安然、杨阳、陈美婷

深圳市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国家海洋局统筹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科技兴海基地的实施与建设，着力
打造一批国家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海洋产业集聚发展。本项目
结合深圳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和需求，提出开展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探索
海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模式、海洋产业链联动新机制，为国家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力、拓展海洋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经验借鉴和示范样板。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胡振宇
项目组成员：张洪云、安然、陈美婷、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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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
金融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0）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樊纲

2.

第八期 CDI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走进西安

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张建森

3.

澳门“特色金融”研究

澳门出入口商会

张玉阁

4.

深圳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余凌曲

5.

《深圳金融发展报告（2015）》编撰出版工作

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王梅

6.

深圳市金融风险预警监测平台需求分析与监测指标研究

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王梅

7.

济南市区域金融中心功能研究

济南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张建森

8.

晋江市金融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晋江市金融工作局

刘国宏

9.

深圳科技金融发展经验及策略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刘国宏

10.

前海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研究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管理局

11.

全球财富管理及基金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成都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彩梅

12.

兆邦基·罗湖创新金融产业基地产业功能规划

深圳市佳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相锋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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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0）
2016 年，我院正式与英国伦敦 Z/Yen 智库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金融中
心研究，共同编制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并于 9 月 26 日与英国 Z/Yen 集团在上
海共同发布了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根据营商环境、
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城市声誉等因素，对全球重要金融中心进行评分和排
名的评价体系。首期指数发布于 2007 年 3 月，其后每半年更新一次。第 20 期指数显示，
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保持了稳固地位，同时伴随着全球金
融市场重心开始由北美和欧洲向亚洲转移，中国内地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影响力剧增，
我国五大入围指数的金融中心排名均列于前五十位。
项目委托方：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Mark Yeandle、樊纲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冯月秋、余鹏、刘国宏、胡彩梅、余凌曲、张祥、张佩

第八期 CDI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走进西安
我院“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自 2009 年编制发布以来，每年更新一次，指数评价范
围涵盖我国 31 个金融中心城市，成为评价国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准。2016 年，
第八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对外公布，主题为“走进西安”。本研究从中国金融中心
指数评价的视角，系统化总结了西安金融中心的发展成绩与经验，绘就了西安金融中心
未来发展蓝图，探索我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科学发展之路。
《第八期 CDI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走进西安》已于 2016 年 10 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1 月 4 日，西安市政府与我院
联合在西安浐灞发布，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
项目委托方：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刘国宏、余凌曲、胡彩梅、张祥、余鹏、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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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色金融”研究
近年来，博彩业快速下滑是澳门经济增长进入下行轨道的主要原因。澳门博彩业“一
业独大”的痼疾需要逐步消除，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风险需要规避，寻找和培育新经济
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2016 年 10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 -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
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支持在澳门成立中国 -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并
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和措施。本项目通过阐明澳门发展特色金融的背景、内涵及必要性，
重点分析澳门金融业发展现状、全球及国家金融业发展趋势、澳门发展特色金融的有利
条件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澳门发展特色金融需进行四大认知调整，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
思路、三个基本定位和四个发展策略，进而论述三大发展重点，包括葡语国家金融服务
平台的五个方面，融资租赁、财富管理、互联网金融和绿色金融四大业态，以及绿色金
融交易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等三大特色金融市场。最后从法律制度
、产业政策、人力资源、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论述发展特色金融的制度保障，并提出从
多方面争取中央支持的政策。
项目委托方：澳门出入口商会
项 目 总 监：郭万达
项目负责人：张玉阁
项目组成员：余鹏、杨秋荣、许进何

深圳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本项目牢牢把握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自贸区试验示范等国家重大战略，发
挥深圳市场化优势，突出国际化创新特色，提出到 2020 年把深圳打造成为联通香港、服
务全国、辐射亚太、影响全球的人民币投融资集聚地和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
全力建设金融创新核心区、产融结合示范区、国际金融先行区、金融品牌集聚区和金融
运行安全区。目前，《规划》文本已向社会公布。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余凌曲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刘国宏、胡彩梅、张祥、余鹏、张佩

91

研究咨询
RESEARCH & CONSULTATION

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功能研究
本项目基于我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长期研究积累提出的“钱才集聚论”和“法
市辐射论”等理论，聚焦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关于集聚与辐射的关键问题，顺应金融中心
发展客观规律和济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将济南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的发展定位和“建机制、做市场、优环境”的发展路径，建
议抓关键节点、抓重点项目，加快把济南建设成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功能性强的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项目成果获得了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并将创建
区域产业金融中心写入政府各项文件。相关创建工作正在加快落地和推进。
项目委托方：济南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胡彩梅、刘国宏、余凌曲、张祥、余鹏、张佩

晋江市金融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本项目结合晋江企业和产业发展切实需求，提出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发挥
好政府有形之手的导向作用，利用好上市企业、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和海外华侨等资源
调动驻晋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动性，加快布局一批以问题为导向的短平快金融项目，突破
一批以需求为导向的中长期金融政策，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用金融手段
与金融工具，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大传统优势、嫁接创新要素，开创晋江“强经济”
与“强金融”互动互促发展的新格局。为提升项目的可操作性、可实施性，本项目在借
鉴深圳金融业创新发展的具体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六大行动策略和 24 项具体行动措施，
得到项目委托方的高度认可。
项目委托方：晋江市金融工作局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余凌曲、胡彩梅、张祥、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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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技金融发展经验及策略研究
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完成了从科技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向创新创业
异常活跃的“科技绿洲”的华丽转身，培育出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一批世界知名创新
型企业，成功走出了一条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创新之路。本项目着
眼于研究科技金融对深圳科技型企业发展起到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更好服务
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等问题，举行了由政府相关部门、科技型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的多场
座谈会，以问卷形式调查了 120 家科技型企业，形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和两份策略报告。
相关研究成果已写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胡彩梅、余凌曲、张祥、余鹏、张佩

前海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研究
作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试验示范窗口，前海金融业特别是新金融业发展迅猛，
成为全市重要的新金融业机构集聚区。但近年来，金融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带来的金
融风险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作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前海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金融综合监管体制改革试点经验，进而为国家层面的监管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本项目围绕世界金融风险防控理论、国际金融风险防控经验、
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前海金融业发展现状及风险特征、风险防控难点、风险防
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展开研究。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王梅
项目组成员：程传海、甄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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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富管理及基金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成都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于 2016 年 6 月 26 日正式开镇运行，致力于打造国内乃至国
际一流的基金产业集聚区。为更好摸清基金产业以及财富管理产业的发展规律，助力天
府国际基金小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本项目对国内外多个金融集聚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从财富管理及基金产业集聚区的理论着手，结合国内外案例，根据基金小镇的发展条件
和基础，分析了全球财富管理和基金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提出了推动天府国际基金小
镇突破发展策略和重点。项目成果获得项目委托方的高度认可，调研报告建议事项以及
后续合作事宜正在加快推进。
项目委托方：成都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胡彩梅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刘国宏、余凌曲、张祥、余鹏、张佩

兆邦基·罗湖创新金融产业基地产业功能规划
本项目以黄金珠宝产业转型升级为方向，全面整合兆邦基集团优势产业资源，创新
黄金珠宝产业的投融资模式，重点发展黄金珠宝产业的金融服务、研发设计、展示交易
等高端环节，以及相关科技创新的投资孵化，打造集黄金珠宝创新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孵化、产业投资等综合配套于一体，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兆邦基·罗湖创新金融产
业基地”，吸引黄金珠宝高端产业资源向该产业片区集聚，推动水贝布心黄金珠宝产业
的发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佳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相锋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周顺波、吴浩、赵英、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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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企业发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曲建

2.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刘国宏

3.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森

4.

深投文化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深投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刘国宏

5.

深圳机场 D 楼功能定位与综合开发研究

深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周顺波

6.

中国移动深圳公司东进战略专题调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省公司
深圳分公司

聂鉴强

7.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业务运作调查诊断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

黄鹰

8.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及实施方案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

黄鹰

9.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内部管理制度清理和编制

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

黄鹰

10.

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

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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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规划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前海控股”）是前海管理局下属三家全
资公司之一，主要负责前海合作区内的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
“十二五”时期，伴随前海开发建设，前海控股快速起步。为立足新起点、把握新形势，
明确未来五年的方向、路径及举措，前海管理局、前海控股联合我院组成联合调研团队，
调研了上海、苏州、北京 5 家运作较为成功、发展历程较长、与前海控股业务相近的企业。
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后，陆续形成了初稿、讨论稿、征求意见稿，先后向公司
中层及以上领导作了汇报，向全体员工进行规划宣讲，获得了公司内部的一致认可。
项目委托方：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曲建
项目组成员：刘容欣、时鲲、郭毅、王振、谢海、刘祥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投控公司”）是深圳资产规模最大的市属国资企业，
承担了深圳市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本项目利用 SWOT、PEST、杜邦公式、科尔尼
产业演进曲线等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深入剖析投控公司的发展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
的战略空间，提出了“十三五”期间公司清晰的发展目标、思路和战略举措。项目成果
获得了投控公司、评审专家以及深圳市国资委领导的高度认可，认为这是一部高质量的
五年战略规划，对投控公司未来五年乃至更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余凌曲、胡彩梅、张祥、余鹏、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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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
本项目基于我院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持续的跟踪研究，全面总结了深圳地铁集团
“十二五”期间的成功经验，客观分析了国际、国内、深圳的发展形势，紧紧围绕“建
地铁就是建城市”的核心理念，明确了集团整体规划以及分业务板块、分职能板块的子
板块规划内容，为地铁集团勾画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和路径。项目对地铁集团
进一步完善地铁建设运营、推动地铁产业化发展、打造现代企业集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张建森
项目组成员：余凌曲、刘斐、刘国宏、胡彩梅、张祥、余鹏、张佩

深投文化有限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根据深圳市属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精神，按照投控公司直属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
编制要求，本项目围绕形成“综合文化”商业模式、擦亮“深投文化”全国品牌、建成“文
化旗舰”国资企业三大战略目标，实施平台聚焦、综合经营、试点突破三大战略，以平
台建设叠加国资资源与社会资源优势，契入电影、艺术、培训等文化产业领域；面向市
场以综合经营，抓住客户端和资产端，促进协同发展，释放规模效应，培育核心竞争优势；
以试点突破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力争“十三五”期间，形成被市场验证的综合
文化投资经营商业模式，把“深投文化”品牌推向全国，力争公司整体或主营业务实现
新三板挂牌或创业板上市。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深投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国宏
项目组成员：张建森、余凌曲、胡彩梅、张祥、余鹏、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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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 D 楼功能定位与综合开发研究
本项目旨在为贯彻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桥头堡的若干意见》中打造产业发达、功能强大、开放互动、集聚外溢的湾区经
济的文件精神。深圳机场 D 楼所处的机场东地区，位于湾区和大空港中部，与城市结合
紧密，交通便捷。借助发展湾区经济的契机，深圳机场计划重新利用并盘活 D 楼及其周
边闲置资源，对其产业选择和业态功能进行合理重新规划，配合航空城建设，在增强城
市长远竞争力的同时，为整个湾区和大空港发展提供助力。本项目对进一步满足机场片
区产业配套和城市功能需求，匹配大空港和湾区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委托方：深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周顺波
项目组成员：曹钟雄、李相锋、高雅、赵英、吴浩

中国移动深圳公司东进战略专题调研
“东进战略”是新时期深圳市重大城市发展战略。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和深圳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提出实施东进战略，提升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促进全市均衡协调发展 , 打造深圳发展第三极。本项目通过对“东进战略”相关背景、思路、
重大任务与政策的剖析，梳理“东进战略”下东部区域经济、产业、人口、城市功能的
发展趋势，为公司探求区域数字化服务新入口、指导公司战略及市场策略制定提供支撑。
项目委托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省公司深圳分公司
项目负责人：聂鉴强
项目组成员：周军民 叶桂芬 党崇雷 杨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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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及实施方案
本项目是我院与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长期合作的有关人力资源的项目之一。为适应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组织机构调整的新格局，从强化服务与技术支持、强化业
务运作规范化出发，项目对大队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以统一大队业务运作模式、
提高业务运作水平、提高为委和管理局服务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测绘成果质量、加强
内控监督与管理、防范廉政风险为目的，对大队现行组织结构进行再次优化与调整，并
结合组织结构调整的需要，对各部门人员进行了重新规划和配置，并为大队设计了部门
与人员调整的实施方案。经过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大队业务运作更加规范与高效、
部门职责更加清晰、作业质量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更加科学，满足了大队持续发展的需要。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
项目负责人：黄鹰
项目组成员：刘国宏、杨红

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
本项目作为研究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的案例，积累了我院在地方大型国企改革发展方
面的咨询经验。项目深入剖析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状和行业
趋势，为该集团从地方旅游文化融资平台向市场化企业集团转型发展制定目标、寻找路径，
研究制定集团旗下旅游、酒店、建管、物业等业务的发展策略。发展战略建议，集团以
旅游重点业务（天河潭）上市作为突破口，实现集团业务的自我良性发展，完成实体化
转型。本项目相关建议已呈贵阳市相关领导，并得到稳步推进。
项目委托方：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 目 顾 问：武良成
项目负责人：刘洁
项目组成员：胡剑伟、吴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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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可行性研究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1.

嵩山少林国际旅游小镇项目可行性研究

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

辛华

2.

新兴际华集团深圳国际总部项目可行性研究

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辛华

3.

深圳时代尚（免税）总部产业综合体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刘鲁鱼

4.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市募投项目
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曹钟雄

5.

深圳坪山（国际）现代中医药养生养老产业园
可行性研究

深圳新汉方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余晖

6.

江苏省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江苏省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郭毅

7.

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郭毅

8.

北京顺景园林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彭坚

9.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坚

10.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彭坚

11.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彭坚

12.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侨香路用地开发建设
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余晖

13.

成立安徽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海王汇通医疗发展有限公司

刘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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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国际旅游小镇项目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围绕“利用少林小镇推动嵩山景区转型升级”和“推动嵩山景区构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借助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立足并
聚焦少林禅武医文化，挖掘地域特色，传承历史文脉，融合禅文化、功夫文化、饮食文化、
医养文化等，以文化引领品质，以功能完善产业，打造以“禅、武、医”为文化主题的
服务型旅游小镇 - 少林小镇。
项目委托方：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彭向宇

新兴际华集团深圳国际总部项目可行性研究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是集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国有独资
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该公司计划将其国际业务转移到深圳，有效利用深圳的区位与
资源优势，围绕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更多的深圳企业、产品、服务、技术
和标准走出去，助力深圳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提升在国家“一带一路”重要枢
纽城市地位；同时利用深圳国际创新型城市的优势条件，加快培育发展可再生环保材料、
新型建筑材料、建筑产业化等新兴业务板块，全面提升相关领域的国际领先研发创新能力，
并带动深圳相关产业实现国际化发展。
项目委托方：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辛华
项目组成员：彭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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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时代尚（免税）总部产业综合体项目可行性研究
本项目对促进境外消费回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推动国内优品精品国际化品
牌化发展、推动深圳加快建立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提升深圳商业发竞争力以及完
善南山区国际化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通过集聚精品全产业链发
展要素，以精品产业总部基地为核心，通过精品体验消费与国际化旅游的融合、精品创
新设计与终端消费的对接，全球高端优质商品的汇聚，全面提升我国精品产业发展竞争力，
塑造时代（尚）发展品牌，构建“一圈四中心”的功能体系，即时代（尚）产业生态圈，
包含时代（尚）消费体验中心、全球精品贸易中心、精品创新服务中心以及综合商务配
套中心。本项目形成了覆盖研发设计、国际代理、管理输出、营销推广、金融支持、供
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消费体验等功能的生态网络，将面向高端消费者提供集免税、保税、
有税于一体的特色消费模式，实现商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吸引全球优质商品、全球高
端品牌、国内外创新创业者以及国内外专业服务企业等要素聚集。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刘鲁鱼
项目组成员：阮丽熔、赵圣慧、方雪钦、彭新才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为适应新常态下的新兴城市建设需求，实现城市规划等现有业务的全面升级，深圳
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分
公司建设、创研中心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等三个项目的建设。本项目在资料搜集和实地
调研的基础上，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梳理，深入研究城市规划等相关行业的市场需求，
充分理解和把握募投方向，对募投项目进行环保评估、财务评价和风险分析，为公司顺
利募集配套资金奠定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曹钟雄
项目组成员：李相锋、周顺波、赵英、高雅、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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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本次募投报告主要包括电机及风机技改项目、生产基地新建项目和研发中心新建项
目三大可行性报告。在祥明电机现有厂区复杂的现状下，我院会同设计单位，对三大募
投项目进行科学的设计，推动各方达成共识。目前募投项目可研已经完成备案，并为券
商完成招股书项目章节编制提供有力支持。
项目委托方：江苏省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郭毅
项目组成员：尹小蒙、李建宁、陈文彬

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装总”）是我国知名建筑装饰企业，已
有 30 余年的历史，先后承接了数千项工程项目的设计与施工任务。百余项工程获得中国
建筑工程的最高奖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以及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奖。其主营业务包括
国内机场交通、星级酒店、大型场馆、办公楼、商厦、大型商场、幕墙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以及海外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与施工。深装总已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 新三板 )
挂牌上市，正寻求主板上市。本项目根据该公司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战略目标，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在与券商和公司充分讨论沟通后，确定了对家装业务升级、总部运营平台和
设计院扩建三大项目进行 IPO 募投。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郭毅
项目组成员：周林、尹小蒙、陈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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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端地产领域的综合性园林景观公司。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聚焦于高端地产园林细分市场，目前已成为京津冀区域的细
分市场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园林工程、园林景观设计、苗木产销和园林养护等。本项目
是我院继普邦园林、美尚生态、华苑园林之后承接的第四个园林企业上市项目，凸显我
院在园林行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截至 2016 年底，项目组已完成了对公司的首轮现场调
研工作，对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进行了梳理，完成了部分募投项目的初稿编制工作，
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项目委托方：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一直专注于高层次、高精密度
PCB 快板和中小批量板的生产制造，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快板供应商，中国领先的“多
品种、小批量、短周期、高层次”的线路板提供商，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安防、医疗、
航空航天、军工、汽车、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截至 2016 年底，项目组已完成对公司
领导层及主要部门的现场调研工作，明确了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推动公司上
市申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项目委托方：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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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口腔清洁护理用品以及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设在“中国牙刷之都”扬州市的杭集工业园，公司参与了牙刷
行业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为口腔清洁护理行业领先企业。截至 2016 年底，项目组已完
成牙刷、湿巾和研发中心三个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以及相关行业研究。
研究成果已报送公司及广发证券审核并获得认可。
项目委托方：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惠 柏 新 材 料 科 技（ 上 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新 三 板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代 码 为
832862，公司主要从事环氧树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风电叶片用环
氧树脂系列、LED 封装用环氧树脂系列以及其他新型复合材料用环氧树脂系列，产品主
要应用领域包括风电叶片、LED 封装、电缆芯、气体输送、石油管道、汽车内饰、新能
源汽车等下游细分领域。为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解决公司现有产能瓶颈问题，公
司拟开展多个下游产品的生产线建设项目，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目前，可行性研究报
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项目委托方：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彭坚
项目组成员：田立明、谢海、郭毅、尹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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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与新发展
2016 年，我院在维护好与国内外政府部门、学术机构、
企业等机构既有网络的基础上，积极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不仅在学术交流层面上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智库的沟通联络，还进一步促成研究咨询项目的落地，
使我院国际交流走向更为务实和专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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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智库论坛暨北京年会

5 月 7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我院发起主办的“2016 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
北京年会”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为主题，旨在探讨未来中国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建立新机制和探索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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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会

9 月 27 日，我院与英国 Z/Yen 集团联合在上海举行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会。这是我院与英国
Z/Yen 签署合作协议后的首次联合发布。樊纲院长在发布会前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

109

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9 月 25 日，我院主办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议题委员会闭门会议。会议以“公益论道：
制度与机制建设”为主题，邀请国内外公益名家共同探讨公益发展中制度设计、社区治理以及慈善法制等热
点话题，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决策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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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深港合作论坛

11 月 29 日，我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联合举办的第九届“深港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深港智慧城市建设与合作”，与会专家就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及实现信息互
通发表各自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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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

12 月 5 日 -11 日，为推进深圳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建设，提升深圳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由深圳
市金融办支持，我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在意大利米兰和希腊雅典举行“深圳金融中心研讨会”暨深圳金
融中心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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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

6 月 25 日，由我院主办、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届“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会”举行。与会
专家就“东进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东进战略与区域综合交通”、“东进战略与创新智造产业”议题展
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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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沪津深三城论坛

11 月 25 日，由我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沪津深三城论坛”
在深圳举行。会议主题为“新常态下的创新发展”，探讨了政府如何发挥好牵头作用鼓励创新，如何靠市场
推动创新，如何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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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智库论坛暨深圳年会

8 月 6 日，我院在深圳首次举办“深圳年会”，主题为企业“走出去”的路径与风险。年会旨在打造“特
区智库”品牌，选取我院优势研究领域，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研讨，以此传播我院研究咨询
成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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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赴马来西亚参加第八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2.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参加”齐为澳门动脑筋“座谈会
3. 我院举办香港问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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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院代表参加 2016 韩国京畿研究院国际会议
5. 综研院 - 康奈尔大学城市化学术研讨会
6. 我院访问希腊智库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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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院举办“中日经济合作展望”圆桌对话会
2. 我院举办中国高效物流与绿色货运设计工作坊
3. 我院举办 2016 全球供应链管理（成都）论坛暨第七次
CSCMP 中国大会

4. 我院特聘高级专家周振邦参加中非产能合作研讨会
5. 物流所所长王国文博士参加落基山研究所创新中心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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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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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院长樊纲参加第十二届北京 - 东京论坛
院长樊纲参加 2016 第五届金融街论坛
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出席第五届慈展会日本外围会议
济南区域金融中心 2016 论坛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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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参加第五届南方智库论坛
6.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座谈会在我院举行
7. 我院代表团访问京畿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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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院东进战略研究中心在坪山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2. 院长樊纲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3. 我院发布第八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4. 我院举办《改革就是创造》发布会
5. 我院举办《喀什经济开发区条例》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
6. 我院举办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新论坛

119

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1

2

3

4

5

6

1. 我院举办知识产权战略圆桌会
2. 樊纲院长与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交谈
3. 海洋所所长胡振宇博士接受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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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德经济》作者尼克莱·皮特森访问我院
5.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代表团访问我院
6. 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克劳德·迈耶访问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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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访问我院
我院城市化研究所与纽约新当代美术馆专家交流座谈
瑞士南方应用科技大学学生代表团到访我院
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明泽博士来我院调研

5. 我院区域所陪同昆山企业家考察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工业园区
6.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毅文访问我院
7.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代表团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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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院区域所陪同昆山企业家考察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工业园区
2. 帝京大学郭四志教授来我院访问
3. 查塔姆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夏添恩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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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国发展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开发金融研究所所长
皮特·沃尔夫博士访问我院
5.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来我院调研
6. 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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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杨兆业主任访问我院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一行来我院访问
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尹汉宁同志一行来我院调研
大连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来我院交流座谈

5.
6.
7.
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一行来我院调研
江西省定南县领导一行来我院访问调研
广东省社科联调研组来我院访问
广东智库联盟轮值主席阳爱民一行来我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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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领导一行来我院调研
2.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调研组来我院访问
3. 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正印一行来我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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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惠州市惠阳区产业发展系列研究座谈
5. 茂名市水东湾新城党工委书记孙波一行来我院访问
6. 美国船级社（ABS）大中华区副总裁施伟标来我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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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李望尘一行来我院访问
泉州市政府领导一行来我院访问
深圳市海洋产业协会来我院调研
深圳市政协提案委余立功主任等一行来我院访问

6

5.
6.
7.
8.

中非发展基金领导一行来我院访问
院代表参加长江上游绿色发展暨林凌学术思想座谈会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科技处调研组来我院访问
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郑潮龙一行来我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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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与新契机
2016 年，我院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设点工作中实现了
良好开局。未来，我院将继续戒骄戒躁，勇于探索，进一
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挥我院专业性优势，不断扩大智
库影响力，突出特点，发挥所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
家高端智库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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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院长樊纲主持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国家高端智库报告选题月度务虚会，各
研究中心、研究所在原有研究咨询方向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选题及主要研究思路，并围绕“一
带一路”、香港治理问题、特区和自贸区“走出去”、产业发展和城市治理等一系列重大
战略问题进行讨论。
1 月 7 日，城市化研究所拜访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野村综研首席顾问、社会体制研
究部部长早川康弘等五位资深专家与我院代表团就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规划、园区开
发、土地政策和城市更新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1 月 8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应邀出席“新华社国内部 2016 年科技报道座谈会”，并
作“深圳创新驱动与科技形势”主题报告。
1 月 14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率团来我院调研。常务副院
长郭万达介绍了我院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和研究领域。双方就加强国际研究合作，做好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等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1 月 16 日，院长樊纲主持召开 2016 年度第二次国家高端智库报告选题月度务虚会。
会议围绕推进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新模式、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国消费新
热点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讨论。
1 月 23 日，由我院城市化所与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共同完成的《改革
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首发仪式在京举行。
1 月 26 日，德国发展研究院世界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皮特·沃尔夫博士访问我院，
与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等
围绕深圳经济的总体发展情况、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以及金融业创新发展前景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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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院长樊纲主持召开 2015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报告了
2015 年度各部门的工作情况，总结了我院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成绩。樊纲院长向全院员
工传达了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扩大会议的精神，部署国家高端智库有关研究工作。
1 月 29 日，我院举行 2016 新春联欢会，全院员工欢聚一堂，共贺新春。
2 月 27 日，副院长曲建、武良成，以及唐惠建、冯苏宝、龙隆等同志，赴四川省社科
院参加“长江上游绿色发展暨林凌学术思想座谈会”，与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河南、
云南、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就长江上游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林凌教授的学术思
想进行交流。
2 月 27 日，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赵东辉，参编部清样室副主任唐虹，国内部重大报
道策划中心主任李斌，广东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蔡囯兆，深圳支社社长王传真及副社长彭勇
一行来我院调研。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博士后胡彩梅参加
座谈。
2 月 29 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顾问研究员夏添恩来我院就“香港珠三角
地区融合发展”课题开展调研，并与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2 月，我院作为深圳市海洋产业协会的重要发起单位之一，正式成为该协会理事单位。
3 月 3 日，由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副组
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副理事长尹汉宁同志
带队，全国社科规划办规划处处长洪波，全国
社科规划办智库联络处孙彦忠等一行 4 人，来
我院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专
题调研。院长樊纲、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及院务
工作班子成员、部分研究骨干及职能部门负责
人参加座谈。
3 月 3 日，副院长武良成主持召开院 2016
年度第一次员工内部培训，就“我院现行的体
制机制构成及财务管理制度”，与新进员工及
年青同事进行交流。
3 月 4 日，日本帝京大学郭四志教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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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就供给侧改革、产能过剩、城市化等问题，
与我院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进行座谈。
3 月 7 日，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
思康带领中层干部一行来我院调研，并就市政府
定向采购课题与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副院长曲建
及相关研究人员进行沟通，确定我院 2016 年市
政府定向采购课题题目和研究方向。
4 月 13 日，广东省社科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李翰敏，省社科联决策咨询研究中心
主任郑红军一行来我院调研。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副院长武良成就联合主办“第五届中国
南方智库论坛”与调研组达成共识。
4 月 19 日，我院举行“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座谈会，围绕哈工大（深圳）筹建办
临时党委书记、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进行研讨。会
议由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唐杰教授、我院资深研究员刘宪法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及我
院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4 月 19 日，应世界银行中国局邀请，我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博士作
为专家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环境基金第六次赠款项目初评圆桌会，发表题为“中国绿
色物流与供应链发展路径探讨 - 关键问题与对策”的演讲。
4-5 月，为落实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交办的研究任务，我院组织研究骨干完成三个课
题《深圳违法建筑问题研究》、《深圳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研究》和《深圳城市东进发展
战略及行动计划研究》报告并呈报马书记，获得重要批示。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得到有效
转化，深圳市政府正在逐步实施。
5 月 6 日，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秘书处年度工作及财务运行情况报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重点工作、
资助项目以及理财方案》及《章程修改》。
5 月 7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我院发起主办的“2016 综研基金·中国
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论坛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
制与挑战”为主题。院理事长项怀诚出席论坛并致辞，院长樊纲等专家发表主题演讲，来
自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媒体代表约 100 余人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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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院第八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理事长项怀诚主持会议并做重要讲
话。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综合
开发研究院 2015 年工作报告》、《综合开发研究院 2016 年工作重点》、《综合开发研究
院 2016-2020 年发展战略规划》。
5 月 16 日，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会长、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萧志伟一行来我院考察
交流，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
月秋与代表团进行会谈。双方就深圳创新驱动与全国的经济政策走势、澳门经济社会发展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务实交流。
5 月 24 日，深圳市直机关举办“党建杯”创新大赛，我院参赛作品《建议建立深莞惠
大都会区成立三地协调委员会》荣获点子创意组二等奖，并被推选代表深圳市直机关工委
参加广东省直单位第四届工作技能大赛暨市县机关工作技能邀请赛。
5 月，由副院长武良成牵头，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刘瑞配合，院人事、财务、研究
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共同编制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2016-2020 年发展战略规划》完成
并通过院理事会审议批准。
5 月，根据深圳市政府关于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要求，我院班子成员、职能部门、纪
检等相关人员组成“院内部控制建设专项工作小组”。12 月，工作小组完成并向市财委上
报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系统得分 82.2 分。
6 月 1 日，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科技处质量科科长苗壮，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博士等一行
来我院调研交流。院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同志参加座谈，双方就
智库建设、智库评估、智库组织运行机制、软课题项目管理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6 月 12 日，由大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崔
克明一行七人组成的调研组，在深圳市委政研
室张青同志的陪同下，来我院就“加强新型智
库建设”进行调研。院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
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同志参加座谈。双方围
绕新型智库建设，以及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及业务创新经验等情况进行交流。
6 月 13 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亚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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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任罗毅文一行四人访问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
劼以及城市发展与园区经济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周军民与来宾就深圳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走
向、深圳供给侧改革着力点、深圳创新产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6 月 17 日，我院与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知识产权战略圆桌会”，
特邀华为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博士主讲华为全球化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会议
由院长樊纲主持。来自腾讯、比亚迪等多家知名企业代表及我院研究人员参会并就知识产
权问题进行务实探讨。
6 月 18 日，我院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及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合
作举办“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院长樊纲、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斌、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毕亚雷，以及来自康奈尔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世界大型
企业联合会等 12 位专家学者，与我院郭万达、曾真、周林、胡彩梅、刘宇、明亮等研究人
员，就城市化在中国、城市与环境、城市与社会等议题进行讨论。
6 月 19 日，由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齐为澳门动脑筋”大型座谈会在澳门举
行。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出席会议并做“深圳的创新驱动对澳门的借鉴”专题发言。港澳经
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参加座谈会。
6 月 23 日，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广宏、改革研究部部长徐学才等一
行四人来我院调研交流。院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同志参加座谈。
双方就我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
6 月 25 日，由我院主办、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届“深圳东进战略专家研讨
会”举行。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虎、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出席本次会议。樊纲院
长在会议上分享了世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普遍规律及实施东进战略的借鉴意义，曲建
副院长做了“深圳东进战略与构建区域产业
协调发展环境”的主题发言。
6 月 27 日，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
秋出席在东京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慈善项目展
示会日本外围会议。冯月秋部长向中日双方
与会嘉宾介绍了我院基本情况、研究领域以
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工作。本次会议由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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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与日本公益法
人协会联合举办。
7 月 5 日，由济南市人民政府主办，
济南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我
院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济
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论坛”在济南举
行。樊纲院长围绕金融业发展趋势以
及济南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机遇与挑
战发表主旨演讲；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围绕济南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突破路径、政府
的作用等做专题发言。
7 月 8 日，樊纲院长应邀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樊
院长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趋势判断发言。
7 月 12 日，茂名市水东湾新城党工委书记孙波携水东湾新城领导班子莅临我院，常务
副院长郭万达、院长助理刘瑞、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等出席会议。
7 月 14 日，由我院及广东省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中山大学粤港澳
发展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南方
智库论坛”在广州举行。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发表题为“中国的‘双向开放’新战略与广东
的新角色”的主旨演讲。
7 月 14 日，我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城市化研究所执行所长曾真一行三人参加了在国
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举行的《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研讨会。
7 月 13-14 日，按照中共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
坚的实施方案（2016-2018）》的有关要求，为科学做好我院对口帮扶和平县下车镇雪峰
村的规划，我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前往和平县进行实地调研。
7 月 20 日，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正印、副局长邬刚莅临我院参观指导。常务副
院长郭万达、资深研究员龙隆、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等与来宾座谈。
7 月 29 日，受深圳市宝安区政府委托，我院培训中心在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学术报
告厅举办“2016 年第二期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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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我院参与起草的《关于加强深圳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正式以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意见》将我院列为社会智库，
并提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要聚集高端
智库人才，增强研究实力，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8 月 6 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我院发起主办的“2016 综研基金·中国
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年会”在深圳举行。
8 月 7 日，樊纲院长主持召开全院务虚会，研讨我院为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而
制定的管理制度。
8 月 11 日，美国船级社（ABS）大中华区副总裁施伟标和深圳惠尔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兰芳访问我院。针对我院承担的“东莞长安新区战略定位与产业发展规划”项目，
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会同项目委托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与来访客人就船级社设立分支机构、珠三角地区引进船级社的条件，以及双方
合作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8 月 11 日，瑞士南方应用科技大学学生代表团一行 35 人来我院参观学习。常务副院
长郭万达以题为“中国经济及经济特区在转型中的作用”为学生授课。
8 月 22 日，我院举行“世界经济格局：中日经济合作展望”圆桌对话。前日本央行官员、
著名金融学者露口洋介，长崎大学准教授小原笃次，日中产权交易所株式会社社长上岛健史，
香港亚桥资本集团董事长黄忠全等与我院研究人员就世界经济格局和中日经济关系等问题
进行交流。
8 月，应福建武夷集团的邀请，副院长曲建带领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项目小组前往肯
尼亚进行为期 10 天的调研考察工作，对武夷集团计划投建的 Kilifi 园区项目地块和 Bomas
会展中心项目进行了实地勘察。
8 月 29 日，美国纽约“新当代美术馆”三位中外专家访
问我院，并就“理念城市”的发展背景、工作方法及项目案
例等问题与城市化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交流。
9 月 7 日，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郭万达一行到帮扶的和平县下车镇雪峰村调研。调研
组先后与当地干部进行座谈，并代表院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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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雪峰村贫困户送上节日慰问金，
向村委会赠送了四台电脑。8 日，
郭万达同志等拜访了福田区驻和平
工作组，就当前扶贫工作最新进展，
院如何充分发挥智库的智力与资源
优势，为深圳帮扶河源多作贡献进
行交流。
9 月 8-9 日，由我院与美国供
应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共同主办的“2016 全球供应链管理（成都）论坛暨第七次
CSCMP 中国大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美国以及海内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领袖出
席会议。
9 月 11 日，马洪基金会 2016 秋季理事专题报告会在我院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教授就“清除创新的
体制障碍”以及“创新中的企业和政府行为”做专题报告。
9 月 23-25 日，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举行。我院主办了议题委
员会闭门会议。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致开幕辞。我院圆满完成了各项组织工作，被组委会评
为“第五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优秀执行机构”。
9 月 26 日，由英国 Z/Yen 集团与我院共同编制的第 20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0）在上海发布。
9 月 29 日，惠州环大亚湾新区管委会联合惠阳区人民政府、惠东县人民政府和惠州大
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团”到深圳举办“携手东进·创富新区”投资说明会。常
务副院长郭万达受邀做题为“抓住深圳东进战略的历史机遇，投资惠州环大亚湾新区”的
主旨演讲。
10 月，深圳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发的《深圳出版审读与管理》（报刊审读专辑），在
显要位置刊发了《一份值得重视的智库期刊——简评 < 开放导报 >》一文。我院开放导报
杂志致力于拓展特色，提高质量，社会公信力持续提升，也一再为政府主管部门所充分肯定。
10 月 11 日，我院东进战略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坪山新区举行。坪山新区党工委
书记吕玉印、管委会主任陶永欣；我院院长樊纲、副院长曲建；特邀嘉宾即中心专家顾问有：

135

大事记
CALENDAR

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国务院特区办综合司原司长
柳孝华出席揭牌仪式。
10 月 13 日，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协助
深圳市港航与货运交通管理局主办“第二届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港论坛暨第五届深圳国际港
口链战略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智慧港和绿
色港”。作为论坛后续行动，物流所启动《深圳智
慧港建设实施方案》的课题研究工作。
10 月 13-14 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召开第
二次全体会议。樊纲院长代表我院参加了 15 家专业
性智库会议，并做《综合开发研究院关于国家高端
智库试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我院在国家高端
智库建设试点中所取得的成绩受到相关领导的充分
肯定。
10 月 26 日，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郑潮龙一行莅临我院，就我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
济研究所承担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珠海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进行交流。
10 月，我院与国务院新闻办主管的中国网合作开设政策专栏。我院研究人员聚焦国家
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撰写评论和建议文章。2016 年累计发表专栏文章 22 篇，反响良好。
中国网正在将“综研国策”专栏作为优秀作品进行申报。
11 月 3 日，市政协提案委主任余立功，提案委工作处许予洋、张易华同志来访。郭万
达同志介绍了我院概况，并就“加强我市新型智库建设”的提案与来访同志进行交流。市
政协委员、我院副院长武良成，院长助理刘瑞等一起参加讨论。
11 月 4 日，由副院长曲建率领的黑角经济特区中国专家考察团抵达刚果共和国，并在
首都布拉柴维尔和黑角市展开为期十天的国情调研和现场勘查。在外交部和中非发展基金
的支持与指导下，我院承担了刚果共和国经济特区法制定的研究工作，同时院规划团队还
将全面开展刚果（布）黑角经济特区的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投资可行性研究和法规政策
建议方案等相关编制工作。
11 月 4 日，我院与西安市金融办在 2016 年西安金融产业博览会联合发布第八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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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并同步在深圳举办“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解读会。自
2009 年发布首期以来，CDI·CFCI 每年更新一次，动态反映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
11 月 4 日，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先生拜访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来宾分析
了目前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介绍了创新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一
带一路”的经济意义等。总领事介绍了以色列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历程和经验，双方就未来
可能的合作机会进行探讨。
11 月 16-17 日，第八届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举行，主题为“中国—
东盟：掌握契机，强化合作”。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代表我院出席本次论坛，就“一带一路
投资的风险管理”发表演讲，并同来自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科威特、
英国、泰国等地的专家学者一同与现场听众就峰会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展开互动讨论。
11 月 16 日，维基工厂创始人，《道德经济》作者尼克莱·皮特森先生访问我院，与
城市化研究所李津逵教授等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并介绍了其创办的成都“爱盒子”创新产
业园。双方还就全球经济的新技术与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11 月 16 日，河源市和平县下车镇镇委书记黄锦洪同志一行 8 人来我院访问。副院长
武良成，院长助理刘瑞，院派驻下车镇工作队长周义武，以及院下车镇雪峰村经济社会发
展及精准扶贫战略规划课题研究小组成员参加座谈。
11 月 18 日，由我院及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
挥部和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喀什经济开发区条例》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
举行。喀什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阳、我院副院长武良成、深圳援疆指挥部副总指挥刘仕
哲出席研讨会。
11 月 24-25 日，第十二届“沪津深三城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由我院及上海社会
科学院、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三家单位发起，先后
在深圳、上海、天津和重庆成功举办十一届，成为研究、
交流和讨论我国改革议题的重要平台。
11 月 29 日，第九届深港合作论坛在香港政府总部
举行。会议围绕港深两地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深港智慧
城市的发展及合作前景，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政策机
遇及如何实现信息互通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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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南宁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李望尘一行来我院调研。院
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
等参加座谈。双方就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及业务创新经验等情况进行探讨和交流。
12 月 1 日，广东智库联盟轮值主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阳爱民率广东智库
联盟成员莅临我院开展智库专题调研。副院
长曲建、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同志参加座谈。
12 月 4-11 日，在深圳市金融办的指导下，我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在意大利和希
腊举行“深圳金融中心发展研讨会暨深圳金融中心国际推介活动”。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智库交流与合作部部长冯月秋、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以及深圳证券交所办公
室副主任徐洪涛组成的深圳代表团，与意大利、希腊智库、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就“一
带一路”与深圳金融中心建设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代表团成员与意大利 - 中国基金会、
欧洲咨询联盟 - 安博思、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意大利银行业协会、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
金会、雅典证券交易所、希腊欧洲银行先后举行了七场研讨会。
12 月 5 日，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骆建华、秘书长马辉、中国环保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总裁助理严蕾一行来我院调研交流。副院长曲建、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等同
志参加会谈。
12 月 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兆业、副处长曾军荣在深
圳市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姜力琨的陪同下，来我院调研。院长助理刘瑞，港澳经济
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张建森等参加座谈，就双方
共同关心的港澳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12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我院副理事长李德水同志莅临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常务理事唐惠建、副院长武良成、院长助理刘瑞，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以及周林、
王梅、刘洁、于珺、曹钟雄、胡剑伟等骨干研究人员等参加座谈。李德水同志为大家分析
解读了宏观经济形势，并分享其对国内外重点热点问题的思考。
12 月 20-21 日，我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 ,
智库交流合作部部长冯月秋和项目协调员张蔚一行 4 人参加了由韩国京畿研究院主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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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住区——人性化城市和区域发展”国际会议，李津逵和胡振宇分别做了演讲。
12 月 16 日，我院专家组在刚果共和国土地部部长、特区部部长、总理顾问以及中
国驻刚果 ( 布 ) 大使夏煌的陪同下，向刚果 ( 布 ) 总理穆昂巴汇报了黑角经济特区项目规
划工作的进展情况。副院长曲建代表专家组向穆昂巴总理介绍了中国专家组的整体工作
安排，汇报了专家组与刚方大工部、特区部研究确定的黑角特区的选址方案，并建议刚
方政府对黑角经济特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实施有效管理控制。
12 月 24 日，我院举办第十九届职工运动会。
12 月 28 日，江西省定南县县长吴建平同志、县人大副主任刁少勇、政府办公室主任
魏军、商务局长刘国东、工商联主席魏坤娇等一行来我院访问调研。我院党委书记、常务
副院长郭万达，院长助理刘瑞，以及深圳市恩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晓成，中国卫生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钟浩，中国卫生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永庆等同志参加座谈。
双方就智库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发挥决策咨询作用，以及未来双方的合作进行了探讨。
2016 年，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我院发挥调研“接地气”，
决策“可落地”的优势，走特色和专业化道路，形成一批好的咨政研究成果，服务中央战
略决策。
2016 年，我院进一步完善明确智库内部管理体制和架构，成立了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
术审议小组，同时调整内部管理架构，改组成立“智库研究与信息部”和“智库交流与合作部”，
以加强对智库工作的统筹与协调，提高智库研究与国际合作交流的水平。
2016 年，为做大做强我院研究咨询事业，根据各研究所、中心的需求，统筹安排，
积极引进新人，充实研究咨询人员队伍，全年引进 21 名新同志。
2016 年，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
意见》，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我院成
立“雪峰村经济社会发展及精准扶贫战略规划”课题
研究小组，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精准扶贫战略规
划进行研究，发挥国家高端智库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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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In 2016,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CDI) has been devoted to conducting down-to-earth studie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has made abundant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In the Selection for China’s Top Ten Most Influential Think Tanks of 2016 held by Guangming Daily,
Professor Fan Gang, President of CDI, was elected one of the “Top Ten Think Tank Researchers for the Year 2016”.
In the Chinese Think Tanks Transparency Report compiled by th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CDI ranked top of the list among 100 think tanks in China.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In 2016, CDI has paid constant attention to major issues of opening-up,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undertaken multiple research projects entrust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organiz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CDI has sought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fields and improve the depth and width of public policy study.
In the meantime, CDI has started two publications to promote and publicize its research findings: CDI-NERI Macro
Outlook and CDI Newsletter.
1. CDI has seized the opportunities to open up new paths for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Since 2012, the
Depart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has attempted to provide consultation services on building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lin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CDI has found a viable path and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2. CDI has continued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Hong Kong and Macao issues and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hanging, CDI has expanded its research
focu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ies from mainly on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to the fields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DI has submitted multiple research reports to relevant department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reference, and has undertaken research projects entrusted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in Macau.
3. CDI has published China’s Opening-up Beige Book (2014-2015): The First Year for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4. CDI has published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Built on the discussion of
2015 CDI Annual Meeting, this publication studied the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and discussed
how to secure a mid- and long-term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5. CDI has published Reform is Creation: A Sample of Coun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jointly with China
Internat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ommittee. This public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Urbanization Research of CDI provides a holographic sample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Changsha County, Hunan
Province, and offers some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ounty-leve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6. The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completed a series of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7. The Depart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rine Economy Research has stayed focused on ocean research,
closely followed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ly optimized the service model for maritime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The Department has expanded its service market to overseas countries, the best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Feasibility Study on Deep-Sea Fishery Bases of Liancheng in Micronesia.
8.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Modern Industry Research has produc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 (GFCI)
jointly with the Z/Yen Group, UK and published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China Financial Center Index (CDI CFCI 8).
9. In order to explore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models, CDI has been preparing to establish its Beijing Office and
has made a good start.

Academic Exchange
In 2016, CDI has continued to conduct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ink tank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xplore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with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1. Seminar on Hong Kong Issues. The Seminar discussed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scientif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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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Hong Ko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youth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2. 2016 Chinese Think Tank Forum and CDI Beijing Annual Meeting. Jointly held by CDI and Shenzhen
Soft Scienc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meeting was themed on “ODI: Strategy, Mechanism and Challenges” and
discussed relevant issues regarding China’s further opening-up.

3. 2016 China Think Tank Forum and CDI Shenzhen Annual Meeting. Themed on “Going Global:
Pathway, Risk & Innovation”, the meeting discussed how China’s market integrat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how Chinese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proactively in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4. The 2nd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eminar. Participants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a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new concepts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w pathways for regional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5. Jinan Financial Center Forum. President Fan Gang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Jinan as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6. Conference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It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CDI,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Cornell
University, and Shenzhen Soft Scienc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More than ten experts and scholars, including
Professor Fan Gang, President of CDI, and Robin McNeal, Director of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Cornell University,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ver such issues as China’s megacities, smart cities, low-carbon cities, urban logistics, and
social management.
7. Sino-Japan Economic Roundtable Dialogue. CDI researchers shared their ideas on the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 and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Japanese experts and scholars, headed by Mr. Yosuke Tsuyuguchi,
Former Senior Official of the Bank of Japan.

8. Close-Door Meeting of the 5 th China Charity Fair (CCF). The 5th China Charity Fair was held in
Shenzhen between September 23 and 25. CDI hosted the Close-Door Meeting of CCF Advisory Committee and
invited philanthropic experts from the UK, Singapore, Japan, Hong Kong and Chinese Mainland to discuss issues lik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charity projects,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arity
law.

9. Release of the 20th edi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GFCI 20). CDI and the Z/Yen Group in
UK jointly released GFCI 20 in Shanghai, which was the first joint release of GFCI after the signing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 by CDI and Z/Yen.

10. The 12th Shanghai-Tianjin-Shenzhen Forum. Themed 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forum focused on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how should the government play a leading role in encouraging
innovation, how to promote market-driven innovation, how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nd how to effectively
advance innovation.

11. The 9th Shenzhen-Hong Kong Forum. Themed o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he forum gathered 50-plus experts in this field to discuss how to draw upon the policy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ow to achieve information interconnectivity.

12.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Development Seminar. In order to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profile of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and increase its ranking in the GFCI, CD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ZSE) jointly held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Development Seminar and Shenzhen Financial Center Promotion in Milan, Italy and
Athens, Greece,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Office for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CDI and SZSE shared some insights with local think tank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s on how to draw upon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Shenzhen and China at large and to stimulate the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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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Projects in 2016
Macro Strategy and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onthly Observation on China’s Macro Economy
Consultation for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 in Pointe Noire, Republic of Congo
Study on Free Trade Map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 Belt and Road”
Feasibility Study on Deep-Sea Fishery Bases of Liancheng in Micronesia
Consultation for Kilifi Industrial Park in Kenya
Feasibility Study on BOM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entre in Kenya
Investment Feasibility Study on CCECC Dire Dawa Industrial Park in Ethiopia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
Study on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of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K and Macau
A Series of Studies on Hong Kong Issues after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2015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s of Shenzhen and HK
Study on Making New Breakthroughs in Major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K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Port (2016-2030)
Study on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K and Macau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Zhuhai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Circle of Guangzhou, Foshan, Zhaoqing, Qingyuan, Yunfu,
and Shaogu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Daya Bay Rim in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Study on Innovation Schemes of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 Daya Bay Rim
Study on Building “A Port-City Integration Eco-Area” in Daya Bay Rim
Study on Coordination between Huizhou Daya Bay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and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Ganzhou, Jiangxi as An Industry Transfer Demo Base for Processing Trade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Guangdong-Fuj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in Raoping County

Urba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lan to Build Luoyang as A Pilot City for “Made in China 2025” (2017-2019)
Implementation Plan to Build Luoyang as A Pilot City for Industry-Finance Cooperation (2017-2019)
Nurturing Fortune 500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A Study of the Target Path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uhan as the City of Design
Strategy Research on Increasing Effective Investment in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Study of Dongguan in Achieving Higher Level Development in a Higher Position
13th Five Year Plan of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Cooperation Area
Study on Significance of Qianhai-Shekou Free Trade Zone to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Action Plan for Building Pingshan District as the Northeastern Gate of Shenzhen
Consultation for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Study on Building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as an Economic, Scientific, 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Analysi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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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Plan for Qujiang Economic Belt in He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inancing Model of Binhai Development Zone in Dongguan City
Study on City Operation Framework of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Urban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udy 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henzhen
Researc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Illegal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Personnel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Study on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Kash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dex System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henzhen
Study on Latest Development in 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udy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Outside the Before-Expansion Shenzhen SEZ
Study on Standards for Including Typical Industrial Parks into Shenzhen Carbon Trading System
Study on Prevent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Qianhai
Study on Customs Clearance Mechanisms Innovation in Shenzhen Qianhai-Shekou Free Trade Zone
Work Program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duction via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orm
Study o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Index System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Mechanism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Key Regions in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Performance Index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ongming Community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Shenzhen
Survey on Job Rotation System for Cadres Exchange of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Committee

Public Service and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Study on Security Housing Construction acros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Shenzh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dex and Index for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Power Delegation
Appraisal Report of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Competency
Study on Improving Supply of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in East Shenzhen
Study on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Global Investment Promotion Network
Study on Innovation Strategies across the Globe and Suggestions on Investment Promotion
Study on Key Projects of Invest Shenzhen in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in SZ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Construction in SZ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Improvement of “Two Rivers and One Bay” in Nan’an City, Fujian Provinc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Overall Operation of Youth Palace of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Assessment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Urban Renewal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Meilin-Caitian Area in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Program for Shangliao Area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Huanhonghua Land Parcel i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Shajing-Houting Industrial Area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Hezheng-Guanlan-Tianbei Industrial Area in Longhua District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Xinli Factory in Bantiannan Area,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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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Huafa Area in Guangming New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Maliushe Industrial Area in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Lijia Industrial Area in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for Vanke SDDG Program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Program of Shijing in 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A907-0123 Land Parcel in Guanhu Avenue,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and Investment Attraction for Shenzhen Bus Station Area
Industrial Plan for Renovation Project of Bantian Niuguling Industrial Area of Kaisa Group
Industrial Plan for Upgrading of Longcheng Industrial Park of Kaisa Group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for Longbi Industrial Area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Research of Urban Renewal Program for SCC Cultural Innovation Center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Airmate Industrial Area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Yuesite Industrial Area
Industrial Plan of Urban Renewal Unit of Peihong Electronics Industrial Are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dustrial Plan and Development
Study o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Strategy Research on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Shenzhen
Study on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henzhe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hain of Major Industries in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 SZ
13th Five Year Plan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Xinxiang City, Henan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n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of Shishi City, Fujian Province
Study on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Qianhai-Shekou Free Trade Area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mot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of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Catalogue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Guidance of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Decrease in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Investment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Port-Neighboring Industrial Belt along Yantian River, Shenzhen
Planning for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Industries in Yunlong Demonstration Area, Zhu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Chang’an High-Tech Zone in Dongguan, Guangdong
Strategy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Chancheng District, Foshan City
Strategic Planning of Gele Mountain International Slow City in Shapingba District, Chongqing

Emerging Industry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iology, Internet and New Materials in Shenzhen in 2015
Study on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Economy in Shenzhen
Pilot Policy Study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ci-Tech Industries Innovation Center in Shenzhe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Internet Plus Circulation in Shenzhen
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Plan of Smart Parking Facilities in Shenzhen
Prefeasibility Study on Shenzhen Scienc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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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lan for E-Commerce in Kashgar,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2015-2025)
Innovation Index of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Innova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of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Feasibility Study on New Energy Vehicle Project in Coastal Industrial Park, Liaoning Province
Study on Dezhou Ecological Science Park, Shandong Province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henzhen Rongda Biotech Co., Ltd
Cheerland-Asia Pacific Life Science Project

Industrial Parks
Master Plan for Guangxi Park (Liuzhou) of Guangdong-Guangxi-Guizhou High-Speed Rail Economic Belt
Cooperation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Binhai New Town in Zhuhai National High-Tech Zone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utian Bonded Area, Shenzhen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Qiannan-Guangzhou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Bijie-Guangzhou Industrial Park
Study on Policy Advantag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Yantian Comprehensive Bonded Zone, SZ
Study on Cold Chain and Internet of Things Science Park in Shenzhen
Planning for Health Appliances Industrial Park in Kaiji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Industri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Jinfeng Electronics Information Park in Chongqing
Master Plan for Building a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in West Shiwan Area, Foshan City

Commerce and Logistics
Report 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Shenzhen (2016)
Collection of Key Data 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Shenzhen (2016)
Five Year Plan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2016-2020)
13th Five Year Plan on Development of Port and Shipping Industry in Shenzhen
13th Five Year Plan o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n Xianning City
Study on Shenzhen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
Construction Plan of Shenzhen Smart Port
13th Five Year Plan on Development of Coastal Port in Guangdong
Strategic Plan on Logistics Hub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Bay Area of Guangdong, HK and Macau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Planning for Shenzhen Airport Modern Logistics Co., Ltd (2016-2020)
Study on Yuehai Qianhai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enter

Marine Economy
Survey on Marine Economy of Seven Non-Coastal Cities of First National Survey on Marine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Study on High-tech Marine Indust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Shenzhen
Catalogue for Shenzhen Ocean Industries and Products
Report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Ocean Industry in Shenzhen (2016)
Statistical Study on Marine Economy of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tudy on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arine Industrial System in Hu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tudy on Oce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Hu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13th Five Year Plan on Oce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Hu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arine Special Industrial Park in Shenzhen
Organization Plan for Shenzhen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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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dustry
20th Edi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GFCI 20)
China’s Financial Center Index (CDI CFCI): Zooms in Xi’an City
Study on Finance with Macau Characteristics
13th Five Year Plan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Shenzh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Study on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Platform in Shenzhen
Study on Functions of Jinan as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ction Plan for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of Jinjiang City
Study on Experience and Strategy of Fintech Development in Shenzhen
Study on Qianhai Financial Risk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and Fund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Industrial Functions for Zhaobangji-Luohu Innovativ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Base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13th Five Year Strategy of Shenzhen Qianhai Development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13th Five Year Strategy of Shenzhen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13th Five Year Strategy of Shenzhen Metro Group Co., Ltd
13th Five Year Strategy of Shentou Cultural Holdings Co., Lt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D, Shenzhen Airport
Research on East Shenzhe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 (Shenzhen) Mobile
Investigation and Diagnosis of Business Operation of SZ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Group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ersonnel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Shenzhen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Group
Clear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Shenzhen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Group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uiyang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vestment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Feasibilit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wn Program in Mount Song Shaolin Temple
Feasibilit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for Xinxing Cathay International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on Industrial Complex for Shenzhen Shidaishang (Tax Free) Headquarter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Shenzhen New Land Tool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Shenzhen Pingshan (International)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 Park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Xiangming Smart Power Co., Ltd in Ch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Shenzhen Shenzhuangzong Decoration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Beijing Sunshine Landscape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Shenzhen Xunjiex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Beijiajie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of Wells Advanced Materials (Shanghai)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Land Development of Qiaoxiang Road by Shenzhen Water Group
Feasibility Study on Establishment of Anhui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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