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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点评

龙岗区委书记张勇：

党委政府一定要对城市的认识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要
持续不断地对所辖城区有新的认识，提前谋划，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调整规划甚至重建一个片区；既要把现有的好产业
留住、发展好，还要把未来的产业谋划好，集中设计、打造
一批专业园区，把各种产业发展要素在空间布局上落地；
对“4+9”重点片区规划建设要不吝展开讨论，对能够达成
共识的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全力往前推进，通过
共同努力，使龙岗面貌得到真正转变、发展越来越好。

龙岗区政协主席吴书坤：

半年多的时间里，委员们付出了很多，在百忙之中坚
持用脚步丈量，走访很多部门、片区深入调研，经过多方
研究、协商，不断优化意见建议形成最终的调研成果也就
是协商意见。“双多”战略不是一时的，是长期发展并不断
完善的，我们要有坚定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看到成
效，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尽快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这样

“双多”战略才能一步步向前跨进，引领未来发展蓝图。

区政协委员李军强（代表国际低碳城组）
强品质优内涵 探索国际低碳城发展新路径

为助力国际低碳城高质量持续发展，提出几点思考和
建议：

一是规划调整。合理降低土地贡献率，提高控制单元
可实施性。探索建立深圳国际大学园拓展区，形成科技创
新族群和创新型产业聚落。

二是分区管控。建议丁山河以西严格执行低碳理念
和相关标准要求，重点发展低碳环保产业；丁山河以东以
制造产业发展为主，打造深圳东部电子元器件产业基地。

三是品质驱动。依托外围自然山体，加快谋划建设国
际低碳城郊野公园，加快推动片区整体品质提升。

四是探索绿色GDP考核模式。建议引入生态补偿机
制，探索绿色GDP考核模式，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

区政协委员蒋波（代表阿波罗未来产业城组）
拓空间重实效 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再起航

第一是“严”字诀。对违背合同、未落实合同约定的企
业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或清退，加快盘活已批未建
土地。同时，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产业监管体系。

第二是“扩”字诀。一要挖潜周边生态用地。如启动
区南部和西部两块生态用地可引进“六大类”重大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落地，或者通过指标腾挪形成连片产业空间。
二是推动高压线下地，发挥综合管廊作用。三是争取启动
区用地指标倾斜。

第三是“联”字诀。推动地铁16号线南延纳入深圳市
轨道四期修编，强化与“东核”大运新城的联动。

区政协常委李彬（代表龙西-五联组）
赢在未来 打造生态型、花园式“深圳东部科学城”

一是打好规划牌。建议把该片区规划定位为“深圳东
部科学城”，并积极争取政策定位支持。

二是打好生态牌。通过开展清林径南侧山体自然公
园规划和清林径碧道建设，合理布局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
科技、人文教育研究机构。

三是打好产业牌。在规划指引下，通过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城市更新等多种手段，有序引导推进片区产业空间升
级。同时，挖掘红花岭片区产业用地，包括废弃的采石场。

四是打好交通牌。争取地铁 31号线纳入轨道五期规
划；加快协力路及沿线道路改造工作，加强黄阁路北延、爱
心路北延相关研究和实施；加紧推动创建路、创业路、龙西
中路等主次干道建设。

区政协委员于海清（代表盛平-龙园组）
点亮扮靓龙岗河 激活做好夜经济

一是截流蓄水，点亮扮靓。建议在龙岗河龙园段下游
建阀蓄水，在满足防洪要求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龙岗河龙
园段水位。同时，借鉴印象西湖、潮州韩江湘子桥等灯光
塑造手法，完善三河四水交汇地区河岸灯光设施。

二是创新模式。一方面试行24小时夜间经济，如选取
几条支线道路，培育打造集购物、餐饮、娱乐、学习、影视、
休闲于一体的24小时夜间经济集聚区。另一方面，引导片
区在精神、健康消费等领域创造更多新需求，如创新“夜宿
博物馆”开发模式、增设文艺剧场、举办夜光音乐会等。

三是完善配套。加快各项规划落地，引进大型主
题酒店，引导外来游客在夜间消费、停留；疏通内部交
通，增设夜间停车位，延长公共交通夜间运营时间，串
联龙西-五联、中心城、大运等地，提供高品质文化生活
配套服务。

区政协委员马靖翔（代表横岗南组）
推动“一规划三融合”探索片区“二次创业”新路径

一个规划，即高质量编制《横岗南片区统筹发展实施
规划》，形成精确可行的战略蓝图和行动举措。

三个融合，即核轮融合、产教融合、产城融合。一是
以核轮融合推动片区发展。横岗南片区南侧水库周边
可挖潜空间约 64公顷，是深圳国际大学园拓展区最佳
选址，可引入两所知名高校。二是以产教融合推动片区
产业转型升级。横岗南片区可有效承接坂雪岗科技城
及大运新城创新资源外溢，推动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三是以产城融合
推动片区城市功能提升。以塘坑水库等良好的生态环
境资源打造环水库生态绿环，并通过存量用地开发，着
力完善文教卫体及市政交通等基础配套服务设施。

区政协委员孟丹（代表坂雪岗科技城组）
核心引领创新驱动 打造领先全球的国际通信科技城

一是擦亮通信科技“核弹头”。将其定位为建设领先全球的“国际通信
科技城”，重点推动5G、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载体应用布局和升级迭代。

二是集聚创新人才“核动力”。建议制定关键领域技术人才引进补
贴、海外人才引进鼓励等针对性措施；借鉴松山湖经验，探索可转让人
才安居房相关政策研究；健全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构建人才“服务链”。

三是优化环境配套“核装置”。建议积极探索土地整备新机制，通
过加快推进深圳国际博览中心和坂田体育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来突破
土地整备难题，尽快开展全街道配套设施统筹研究。

四是强化引领带动“核辐射”。强化坂雪岗作为龙岗“西核”的辐射带动
力，着眼于其强大的产业溢出、配套需求和交通联接，如华为等龙头企业。

区政协委员曹硕（代表深圳北部新城组）
极点带动补位发展 在深莞联动上“先行示范”

一是交通上强枢纽。在平湖枢纽站内增设铁路口岸、空港值机、跨境
巴士等区域交通高端服务；加快平南平盐铁路复合通道改造以及宝坪大
道、沙坪大道、丹平快速二期等快速路建设，加快地铁10号线东延段规划
建设，着力构建联通东西“双核”、东莞凤岗等重点区域的交通通道。

二是产业上促升级。大力推动平湖物流基地土地功能性质转为新
型产业用地，以 ICT高端研发制造、金融共享服务外包和跨境贸易等产
业，推动片区向高端发展转型。

三是布局上谋联动。发挥好“雁田水库”环境优势和深莞结合区位
优势，打造“平湖雁田科技生态城”，与“深圳北部新城产业圈”形成优势
互补的发展态势。

区政协委员闵玉辉（代表布吉新城组）
新时代 新思路 新布吉

布吉新城规划要紧抓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有序推进，提出以
下“四步走”思路：

第一步，通“动脉”。一是市区联动，新增两条通道对接罗湖，老街
片区由西环路接清水河三路，罗岗片区由禾坑路连接翠竹路。二是建
议建立片区内主干道路拆迁责任库，全区范围内的城市更新项目均可
参与拆迁，采用“飞地”模式捆绑。

第二步，补“短板”。一是最大化挖潜土地资源，补充急缺性配套设
施。建议将留用地落实在全区其它储备用地上，或直接给社区股份公
司货币补偿。二是综合整治+高度复合开发，注入提升型配套设施。

第三步，做“减量”。一是降低居住人口量，向外围低密度区域疏解
居住人口。建议东站核心区域与外围低密度区域联动。二是降低高密
度建筑量，可通过商品小区化改造实现。三是减少交通出行量，植入产
业，促进职住平衡。

第四步，激“活力”。借助二次开发改造，加强“夜间经济”和“体验
式商贸业态”注入。同时，主动与“西核”坂雪岗科技城对接，大力发展
会计、法律等高端配套服务。

区政协委员严志荣（代表云创小镇组）
擦亮云创品牌 打造龙岗西片区转型发展新引擎

一是加快降准落地，拓展小镇发展空间。加速推进沙湾河河道截
排闸工程实施，创造好前提条件。

二是启动规划调整，推动部分项目实施。对明显没有污染、环境压
力小的项目，特别是深创生物等片区内重大产业项目以及有关“断头
路”项目，要加快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三是出台支持政策，促进产业集聚升级。建议区政府借鉴龙华“大
浪时尚小镇”经验，给予资金扶持等方面的政策倾斜，特别对“潜力股”
可以通过签订补贴和奖励“对赌协议”等创新做法。

四是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片区品质形象。交通方面，加快推动“涉
铁路”“涉高压线”等问题的解决；公配方面，积极配合推动平湖、南湾物
流组团用地规划优化调整；环境方面，点线面协同推进“站城一体”综合
开发、布澜路以及平吉大道绿化美化综合提升、南湾郊野公园以及黄牛
湖水库公园二期项目建设。

区政协委员詹声铭（代表甘坑新镇组）
打造独具文旅魅力的龙岗西片区“城市新客厅”

一是优化规划调出空间。加快对沙湾河截排隧道工程的论证和实
施；探索生态线内成片用地统筹开发新模式；优先启动域内6平方公里
左右法定图则空白区域的编制工作。

二是优化交通打通关节。争取地铁21号线纳入轨道五期，高站位规划
地铁25号线甘坑站片区，推动云巴试点建设，并力推域内道路互联互通和
扩建改造，同时进一步研究新增与坂雪岗科技城的东西向直接联系通道。

三是优化服务强化公配。加快片区内五大公园（甘坑郊野公园、凉帽山
公园、白沙岭特色公园、三联郊野公园、秀峰公园）、8公里山脊景观带建设。

四是优化产业促进升级。以甘坑客家小镇为龙头，推动小凉帽 IP、
文化数字创意等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聚焦智能研发、科技孵化交易
等，推动产业升级。

区政协委员冯艳虹（代表宝龙科技城组）
补齐宝龙科技城发展短板 打造高新示范园区

借鉴国际一流高新园区经验，开出以下三剂药方：
第一剂是“高”药：建议把产业链相对完善的集成

电路产业以及企业数量多且产值较大的以医疗器械
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培育为宝龙“硬核”产业集群。

第二剂是“新”药：构建与国际大学园产学研合作
通道，形成“大运为宝龙的创新技术源泉，宝龙为大运
的产业转化空间”“核轮联动”发展格局。

第三剂是“善”药：建设一流园区环境，一方面在
以智慧家园为中心的宝龙二路等区域打造科技商业
街区，另一方面借助地铁 14号线建设契机，高标准建
设配套设施。

区政协委员高伟（代表东部高铁新城组）
发挥高铁枢纽价值 铸就东部高铁新城

借鉴日本新横滨枢纽的建设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龙坪联动，站在大区域协同高度上谋划

枢纽周边“5公里”的发展方向，改变现状以站点为中
心的不均衡扇形发展模式，适度调整枢纽以北的水库
林地等生态用地。

二是加快土地整备，加快行政征收介入拆迁的条
件和程序研究，通过大规模土地整备、片区统筹等“一
揽子工具箱”推动拆迁工作。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采用TOD综合开发及站城一
体化等前沿理念，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与国家铁路部门
深度合作机制，建议通过铁路上盖，复合开发国家铁路
交通设施用地，打造空间高效利用、垂直复合发展的站
城综合体。

区政协委员施文丽（代表课题调研组）
落实先行示范区要求 加快实施“双多”战略

聚焦两个强化：一是强化战略共识和落实信念。
大运新城代表的是以国际大学园为核心的知识创新体
系，坂雪岗科技城代表的是以华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
体系。二是强化顶层设计和机制保障，设立专门的开
发机构，并试行先进的城市开发建设指标体系和城市
设计落地体系。

聚焦五个发展：一是联动发展，重塑产业发展大格
局；二是创新发展，打造区域创新策源地；三是协同发
展，建立区级联席会议制度；四是内涵发展，提升城市
品质吸引力；五是留白发展，加大空间储备力度。

区政协委员毛冬宝（代表大运新城组）
高站位强化赋能 提升大运新城创新智核引领力

以提升大运新城创新“智核”引领力为重点，实现
国际大学园到国际科创城的转变，建议：

一是聚焦创新资源集聚，打造科技创新新引擎。
争取将大运新城纳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建设片
区，建立海外人才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二是聚焦产学研一体化，打造创新发展制高点。
以“开放、整合、共享、协同”为主线，强化产学研深度融
合，建设国际大学园创新创业共享中心。

三是聚焦辐射引领，打造东部协同发展辐射源。
以“对接、互补、联动、组合”为主线，推动“核”引领“轮”
协调运转。

四是聚焦校企城融合，打造创新驱动机制试验
区。建立税收、投资、土地厂房租用、人才引进培育和
科技创新政策支持服务体系。

委员发言摘要（按照发言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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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日下午，龙岗区政协举行 2019年政协主席专题协商暨 1号
重点提案办理情况票决评价会议，1号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和主办单位办
理情况票决评价结果显示均为全部满意。

无调研不发言、无依据不议政、无新意不献策，这是龙岗区政协一
贯坚持的履职原则。为推动“双多”战略落实，发出政协声音、贡献委
员智慧，龙岗区政协今年以“龙岗区‘双核引领、多轮驱动’（简称双多）
提质扩容实施策略研究”为题目开展重点课题调研，组织 13个调研小
组用 6个多月时间深入 13个重点片区、2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11个街
道、400 多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和产业园区以及省内外地区广泛开展调
研活动，累计召开 67 场重点课题调研座谈会，通过座谈调研、实地走
访、个案分析、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途径，系统梳理涉及规划定位、产
业布局、空间供给、创新驱动、内涵提升、协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为主
席专题协商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重点课题调研组深入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
按照重点片区一区一策的发展要求，把深调研报告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
的具体行动，提出 78条解决措施，从规划、用地和项目着手，形成“4+9”片
区整合规划，为正编制中的“双核引领、多轮驱动”战略实施方案提供参
考，为龙岗区更高质量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空间和项目支撑。

会上，14名区政协委员代表围绕提升大运新城创新智核引领力、补
齐宝龙科技城发展短板、发挥高铁枢纽价值、探索横岗南片区“二次创
业”新路径等方面提出协商意见。区领导张勇、吴书坤、陈广文、黄惠
波、臧动、陈红、杜楚明、张静、徐向明等参加会议。

龙岗区政协聚焦“双核引领、多轮驱动”发展战略召开政协主席专题协商会议

凝智聚力 78条金点子助“双多”提质扩容

文：钟玲 图：蒙萌

区领导张勇、吴书坤、陈广文、黄惠波、臧动、陈红、杜楚明、张静、徐向明等参加会议。

建 设 先 行 示 范 区 龙 岗 迈 上 新 征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