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借助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东风，落马洲河套地区乃至整个大河套地区的发展不断提速，改变正在

发生。深港应如何联手打造这个新的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或许，实现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将助推河套地

区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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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深港河套地区发展

深港河套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下的创新合作新引擎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 备受期待的

河套地区虽然还是一派原生态的环

境，但已经激起了无数人的想象，周边

片区的改变也正悄然发生。 在粤港澳

大湾区和 “大河套地区” 的发展框架

下，深港河套地区如何发展？深港如何

联手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虽然仍

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但这里或许将

诞生许多深港合作的创新形式。

既是世外桃源

也是黄金地

近 20 年来，关于河套地区发展事

宜，深港两地各界人士意见纷繁。借助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东风， 河套地区

的发展正不断提速。

一条窄窄的深圳河， 把深圳和香

港划成了两边， 而其中最能体现两地

交融的莫过于河套地区。

对于河套地区的由来， 还要追溯

到

1997

年深圳对深港界河———深圳

河进行的治理。 当时，靠近福田口岸

/

落马洲河段裁弯取直后， 原来属于深

圳的一块面积约

1

平方公里土地落在

了香港界内， 这块土地就是落马洲河

套地区。而在罗湖区的渔民村附近，也

有一块面积较大的“飞地”落在了深圳

界内，俗称“小河套地区”。公开资料显

示，国务院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颁发第

221

号令， 就河套区的权属问题作出

澄清，规定业权仍归深圳所有，而香港

则拥有该区域的管理权。

落马洲河套地区北邻深圳皇岗口

岸的货运停车场， 南抵香港新界西北

区的落马洲，东临上步码头，西至皇岗

口岸大桥下， 面积约

1

平方公里。 此

外， 深圳皇岗口岸和香港落马洲口岸

旅检实行

24

小时通关，是深港出入境

的首个“不夜口岸”，这也体现了河套

地区的区位优势。

只是， 在这块深圳河南岸的土地

上，时间却仿佛被按上了暂停键，最大

限度地保留着原生态环境， 正如繁华

城市旁的“世外桃源”。 如果站在这里

往北看，却是一派繁华景象，那边正是

繁华的福田

CBD

。

近

20

年来，关于河套地区发展事

宜，深港两地各界人士意见纷繁。时至

2008

年， 深港两地政府初步达成共

识———可考虑以高等教育为主， 辅以

高新科技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

2011

年， 深港两地签署合作协议， 同意按

“共同开发、共享成果”原则，合作推进

该地区发展。 直到

2016

年下半年，借

助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东风， 港深两

地政府才终于形成 “共同开发” 的共

识，并获得国家认可。

2016

年底，双方

就土地业权问题、 共同开发机制达成

一致。

2017

年初，香港和深圳两地政

府签署 《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

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河套地

区定位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圳

正规划把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的

约

3

平方公里区域打造为 “深圳科创

园区”。

“大河套” 引遐想

“大河套” 规划的出现激起许多

人的想象，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这

里的改变正在开始，也吸引了房企的

关注。

的确， 除了落马洲河套地区，

“大河套”规划的出现更激起许多人

的想象。

早在去年， 深圳市政协报告建议

构筑 “

1+3

大河套创新区” 的发展格

局， 即落马洲河套地区

+

皇岗口岸停

车场区、福田保税区及

B1

小河套区，

以图远期建成以深港科创产业融合为

基础的深圳河两岸创新走廊。

许多深圳市民都有这样的感觉：

围绕河套地区开发问题， 这多年来一

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不过，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 改变似乎正在

开始。

证券时报记者在福田保税区调查

发现， 保税区环境提升以及更新工程

已率先启动， 地铁

3

号线南延段工程

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广深高速

(

福田

段

)

的市政化工程也在推进中，将有效

化解河套地区与福田中心区的割裂。

此外，福田保税区的改造处处体现“深

港合作”，深港协同创新中心、深港商

贸科技合作基地等项目已经落成，福

田创新中心、南科大深港合作项目、香

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孵化器、 香港应

用科技研究院项目等多项创新资源项

目和单位进驻或准备进驻。此外，皇岗

口岸的改造正在提速， 已经开通的深

圳地铁

7

号线在河套地区对岸、 深圳

河畔设有福邻站， 只是此站或延迟开

通， 这与当年深圳地铁

1

号线开通时

设有前海湾站的情形相当： 当时前海

湾站附近仍未进入开发高峰期， 但却

先设立了前海湾换乘站。 与前海湾站

类似，福邻站这种“超前设计”的确引

人遐想。

而对于居住在河套地区附近的普

通居民来说， 似乎更为关注河套地区

的开发对环境和房价的提升。“希望河

套地区的开发可以带动我们这里的改

造，这里交通配套实在太不方便了。 ”

已经在福田保税区居住近

10

年的陈

先生对记者表示，“只是，已经等了太

久太久。 ”不过，规划概念提出后首先

体现的还是房价。 记者在福田保税区

调查时发现，这里的二手房价格普遍

在每平方米

5

万元至

7

万元之间，与

一路之隔的益田片区差距已经越来

越小。

除了普通居民， 房企的触角已经

伸向这些“黄金地”。“我们公司对河套

地区的关注度很高， 例如落在罗湖区

的这块小河套地区， 有没有可能协同

周边的老旧小区统一进行改造， 而且

这块飞地就在罗湖口岸附近， 极具地

理价值优势。”在深圳一家地产公司工

作的骆先生告诉记者， 该公司已经对

小河套地区周边进行多次考察， 正密

切关注开发政策的动向。

无独有偶， 记者发现罗湖区政府

已经计划沿深圳河串联罗湖、 文锦渡

和莲塘三大口岸，合力打造“口岸经济

带”，港资房企也看到了机会。 新世界

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与罗湖区政府签署

了 《文锦渡口岸经济带战略合作协

议》，在“口岸经济带”里的商业片区改

造、 综合运营及招商引资等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 构建深港商贸流通业合作

新平台。未来，“口岸经济带”向东可延

伸至盐田沙头角口岸， 向西可延伸至

皇岗、福田和深圳湾口岸，将全市

7

个

陆路口岸连成一体，形成“大口岸经济

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支撑点

和重要发展极。

近日，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又率队

调研河套开发建设，明确表示打造深港

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 对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要将

其建设成为深港城市新地标集聚区。

深港要素流动需创新

对于河套地区发展， 如何解决通

关效率是一个重要问题。 回想过去的

“耕作口” ，虽然已渐渐失去方便来往

村民耕作的意义， 但类似的模式或许

能发挥新的作用。 河套地区更好地实

现软硬件的互联互通， 可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经验。

与以往不同， 虽然落马洲河套地

区依旧一片“宁静”，但深圳的“大河

套”规划建设正在展开，香港的脚步也

在跟进。

近年来，香港锐意发展创新科技，

包括重新审视政府可扮演的角色，其

中一个核心发展计划即在落马洲河套

地区打造“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并吸

引深圳成为合作伙伴。

此前，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

2018/

2019

年度财政预算案，新一财政年度

(

香港财政年度为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

， 香港将预留

200

亿元港元

用于落马洲河套地区 “港深创新及科

技园”第一期发展，包括土地平整、基

础设施、上盖建设和早期营运。据香港

方面评估， 由于创科园的发展规模甚

大， 预计整个项目最终需要远多于

200

亿元港元的资金，港方后续还将适

时增拨资源。 据悉，“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 有望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创

新科技平台。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交流部

部长杨传银表示， 深圳在高科技产业

和科研成果转化上有优势， 如果和香

港在人才、基础研究上互补，对于巩固

深圳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地位具

有很大提升和帮助。

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经

箭在弦上， 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出

现提速了整个河套地区的发展。不过，

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 阻碍湾区内要

素资源自由流动和融合、 治理模式协

同还是最大的困扰， 这一点在河套地区

的开发上也同样存在。

“如果将来公司搬到对面的落马洲

河套地区，或者深圳的员工去那边工作，

福田居住河套上班将成为现实， 但如果

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先从福田或皇岗口岸

过关，再通过交通接驳方式到达河套，这

样时间和通关成本太高了。”在福田保税

区经营贸易生意的陈怡告诉记者，“要知

道， 其实落马洲河套距离深圳市区只隔

了一条深圳河。 ”

麦肯锡关于全球贸易中物流、 服务

流、 资本流和数据流等要素流动变化的

一项研究显示，过去

30

年间全球贸易中

的物流量增加了近

10

倍，数据流增加了

7

倍，同时北美和欧洲长期占据着这“要

素流”汇聚的中心。而中国虽然在近年的

物流和资本流动中排名前列，但在服务、

数据和人才等多项要素流动数据上，显

著落后于世界发达地区。

说起要素流动， 除了传统意义的通

关口岸， 还让人想起当年的 “耕作口”。

“耕作口”顾名思义是方便村民往来从事

农业耕种作业的通道。过去，从深圳河口

到盐田

27

公里的边防线上分布着

5

个

耕作口，当地居民通过《过境耕作证》来

往深港两地。现在，耕作口已渐渐失去方

便来往村民耕作的意义， 但类似的模式

或许能发挥新的作用。

中国

(

深圳

)

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

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认为， 河套

地区发展起来后， 一定会吸引许多企业

进驻，更会带动皇岗口岸、保税区片区甚

至是整个从罗湖到福田的口岸带更新与

发展，而皇岗口岸、保税区应起到配合发

展的作用，特别是如何承接外溢效应。不

过， 河套地区的开发还需要注意解决就

业人后的居住问题以及人口流动带来的

通关问题。张玉阁认为，如何解决通关效

率是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从现有的皇岗

口岸、 福田口岸过境再通过一些接驳措

施到达河套地区，这样的效率很低，不妨

在深圳河上搭建一座桥， 使人流物流可

以直接流通， 但这需要涉及建立一级口

岸的问题。此外，深圳和香港各有多处类

似河套地区的“飞地”，不妨借鉴当年的

“耕作证模式”， 简化和创新两地的通关

模式。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湾区，各种

要素流动会受到限制。 ”

杨传银表示， 河套地区是深港合作

的唯一陆路相接的地区， 在开发河套地

区过程中， 更好地实现软硬件的互联互

通， 可以为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提供更多可复制的经验。

香港的华富邨与深圳的华富村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香港的华富邨与深圳的华富村，虽

然两个地方同名，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Andy 出生在香港，现在在深圳一家

建筑设计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他小时

候就住在香港华富邨， 这可是一个有故

事的公屋。

华富邨是香港最著名的公共屋邨

之一，位于香港岛南区瀑布湾，香港屋

宇建设委员会 （即现在的香港房屋委

员会） 于 1963 年宣布兴建华富邨，是

当时计划兴建的十个廉租屋邨之一。

“香港有许多名人来自公屋，尤其是我

们华富邨，如编剧韦家辉、作家王贻兴、

潮牌 I.T 总裁沈嘉伟和导演文隽等

等。 ” Andy 说起自己住过的地方，显得

很兴奋，“在一般香港人眼中只有三种

职业赚钱多———医生、律师、商业。那个

时候，父辈都会要求我们要努力改变命

运，要不从商要不好好读书，以后可以

走出公屋。 ”

通过自己的努力，Andy 考上了香港

的大学， 毕业工作几年他们家搬离了公

屋。 “香港管买房叫上车，先买小的，再

以小换大。香港的户型没有最小，只有更

小，十几平方米的房子绝不是开玩笑。 ”

Andy 说，“再小我也咬咬牙买下了一套

公寓。 ”

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3 年前 Andy

毅然选择北上来到深圳工作。 由于经常

往来深圳， 他对深港发展似乎特别有切

身的感觉。

“深圳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比如我

现在做的城市更新。” Andy 说，“巧合的

是深圳华富村最近开始棚改， 我们公司

之前也曾调研过这个项目。 ”

就在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举行 2018

年第一季度 56 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此次开工包括福田区华富村东、西区

改造项目，涉及棚改类、城市更新类共八

类。 “都说华富村老了，但也就是 30 年

的房子， 都说等着拆迁后又会诞生许多

富豪， 但我发现许多当地人也不是这么

想， 许多人早就通过努力走出了华富

村。 ” Andy 如是说。

在 Andy 看来， 香港的城市更新不

是一味地推倒重建，而是针对不同项目

的情况，根据《市区更新策略》设立了

四大更新方法：重建、修复、保育和活

化。 而在深圳，城市更新速度之快，也从

侧面体现出深圳的发展速度。 近年来，

城市更新已经被视为深圳楼市未来最

重要的供应渠道。 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深圳计划供应住房建设用地 800

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房用地 590 万平

方米， 包括城市更新用地 450 万平方

米，也就是仅城市更新释放的土地就占

了将近 76%。

如今，建成 50 多年的香港华富邨还

在，30 年的深圳华富村却即将“变身” 。

不过，对于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都

是一段有关城市发展的回忆。

“感恩公屋。 ” Andy 有所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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