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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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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
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
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 5 . 6 万平方公里，2017 年
末总人口约 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
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
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
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 2022
年，远期展望到 2035 年。

第一章 规划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
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区位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
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交通条件便利，
拥有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
广州、深圳等重要港口，以及香港、广州、深圳等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航空枢纽，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
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香港、澳
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7 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
10 万亿元。

创新要素集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广东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稳步推进，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加快建设。粤港澳三地科技研发、转化能力
突出，拥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
程，创新要素吸引力强，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的良好基础。

国际化水平领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
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治
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

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
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珠三
角九市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作基础良好。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
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近年
来，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投资贸易、
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休闲旅游、生态环保、社会
服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已经形成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第二节 机遇挑战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
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
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更高水平
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拓展了新空间。在新发展
理念引领下，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为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创新大湾区合
作发展体制机制、破解合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提供了新契机。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保护主
义倾向抬头，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
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问
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在“一国两制”
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
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
未形成。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
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
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香港经济增长缺乏

持续稳固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
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区
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
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第三节 重大意义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
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
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
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
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
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有
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双向开放，
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
持新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和利用“一国两制”制度
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
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
作，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
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建设
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下转 2 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新华社记者刘健、李兴文、郭强

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

“要着力推动老区特别是原中
央苏区加快发展，决不能让老区群
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
队”。殷殷嘱托，承载着老区人民脱
贫奔小康的期盼，吹响了向贫困宣
战的号角。

四年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五云镇党委书
记明经华在两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北京一回来，
她便投身脱贫战场。如今全镇 6 个
贫困村已有 4 个成功脱贫。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江西迅速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省、市、县、乡、村
五级书记齐上阵，36 万名干部下挂
驻村、结对帮扶，打响一场声势浩大
的精准脱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
红卡，标注深度贫困户；蓝卡，

标注一般贫困户——— 井冈山根据贫困程度深浅
首创的“红蓝卡”分类识别机制。2017 年 2 月，
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

精准识别，更要精准施策———
全省 113 . 28 万贫困人口从产业帮扶中受

惠，贫困患者住院报销比例达 90% 以上，47 万
贫困学生得到资助……从产业扶贫到健康扶
贫、到教育扶贫，江西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过新年，打起糍粑过新年，龙
舞欢腾笑开颜……”今年除夕，井冈
山茅坪乡神山村村民登上春晚舞
台，向全国人民展示他们脱贫后的
幸福生活。

咬定目标攻坚，确保如期脱
贫———

江西省贫困人口从四年前的
276 万人减至 50 . 9 万人。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
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攻克难中之难，纾解困中之困。
2 月 12 日，节后上班第二天，江西
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向
全省再次发出勠力攻坚扶贫的号
召，要求全省聚焦深度贫困，确保如
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大年初二，江西资溪县畲族村
寨新月村迎来不少游客。“我们这儿
山好水好，很多人慕名而来。”再次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新月村第一书
记兰念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
团审议时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江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
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的新路。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
度守护绿水青山———

每天，甘立林骑着电动车，带着
皮划艇，沿着北潦河巡查。五十多岁
的他是江西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的
“认领河长”。

划定 4 . 6 万平方公里生态保
护红线，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林长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中，江西着力构筑生
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

狠抓环境整治，让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

走近南昌市新建区乌沙河畔，
只见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而几
年前，这里还是一幅垃圾遍布、污水

横流的景象。
围绕群众关心关切、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江西开展全流域治理，努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让全省生态优势进一步巩固，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 88 . 3%，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92%。

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
山———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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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周健伟、张京品、白少波

在藏北，有一个又高又远的地方，叫安多。她
地处唐古拉山麓，平均海拔 5200 米，年平均气温
零下 2 . 4℃。安多有“三多”，风多、雪多、冷天气
多，全国中低纬度高海拔面积最大的多年冻土区
就在安多。

在安多，有一个世界之最——— 安多气象局。她
海拔 4800 米，是世界海拔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曾在此创业奋斗 16 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代气象人坚守于斯，守望
于斯，追梦于斯。他们记录风云变幻，观测雨雪阴
晴；解码气象数字，积淀亘古变迁；写下上百万个
反映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数字天地书”，在世界
之巅书写追云逐日的传奇故事，用生命谱写奋斗
的新时代篇章。

追风·追云·追日月

早晨 7时 30 分，藏北安多的天空一片漆黑。
此刻，户外气温零下 23℃。

闹铃响起，洛松拉姆迅速爬起来，穿上羽绒
服，戴上手套，拿着电筒，走出宿舍楼，顶着寒风，
来到安多气象局观测场。

猫着腰半蹲，观察小型蒸发器皿内的结冰情况。
抽出测量冻土的管子，趁着灯光，记录冻土数据。
爬到高处，仰观天空，观察云量和云高，判断

天气走向。
观测结束，洛松拉姆快步来到办公大楼发报

中心，传送数据。
“发报要求很严格，必须在 3 分钟内完成，否

则会被视为迟报，甚至会被列为错情。”发报完毕，
洛松拉姆长舒一口气。

日照、冻土、雨量、风力、地温、蒸发量、云能见
度……气象观测员的一生，是和数据打交道的一
生。洛松拉姆和同事，每天就追着这些数据起居。

准确无误地观测记录每一个气象数据，是准
确预报天气、开展气候研究的基础。

从开始观测，到发报完毕，整个过程只有大约
15 分钟，洛松拉姆不敢有丝毫懈怠。她说：“气象
数据容不得半点差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样的观测发报每天有 8 次，每 3小时一次，
夜间有凌晨 2 点和凌晨 5 点两次观测。一年 365
天，无论风雨雷电，一天也不能中断。

“我们是‘追星族’，从清晨到日暮，仰望星空，追云
逐日，日月星辰是我们最相知的伙伴。”洛松拉姆说道。

安多冬天气温一般在零下 30℃左右，极端最
低气温零下 43 . 2℃。这对观测员来说是极大的挑
战：如果不戴手套直接开观测场的铁门，手会冻粘
到铁门上，脱一层皮。测量仪器因低气温无法运
转，得先裹在怀里暖一暖。

“凌晨 5 点，观测回来，人往往已经被冻‘透’
了。发报完毕，躺在床上冷得很难再入睡。好不容
易睡着，7 点多的闹铃又响了。”

“轮上值班，睡觉很不踏实，生怕睡过头了。”
洛松拉姆说，很多同事都有“职业病”，躺在床上，
明明没睡着也会不自觉地睁开眼看看表。

青藏公路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海拔 5231 米，
常年狂风呼啸。唐古拉山口的冬季就是雪季，容易
积雪结冰，出现交通堵塞。

2015 年 8 月，唐古拉山交通自动气象站设
立。安多气象局通过远程监测，为过往车辆、行人
提供气象服务。

春节前夕，洛松拉姆和同事驱车到这里检修
设备。

风不断钻进他们的衣服；雪吹打着他们的脸庞。
洛松拉姆和同事认真检测每一个设备。实在扛

不住了，就躲进车里暖和一会儿，再出来接着干。
“和老一辈气象人相比，我们吃的这点苦算不

上什么。”这位 30 出头的姑娘咬着牙说。

一人·一站·一丰碑

“站在世界最高处，争创工作第一流。”安多
气象局大院里的 14 个大字，赫然醒目。

陈金水，安多气象站的创建者，正是这 14
个字的最早践行者。

今年 85 岁的陈金水，出生于浙江临安。这
位江南水乡之子曾三上高原，把 33 年的青春年
华奉献给了雪域西藏，把 16 年的赤子热血献给
了安多气象事业。

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给青藏铁路建设提供
气象资料支撑，国家决定在安多建立气象站。

任务落在了陈金水身上。
他带着两顶帐篷和气象仪器，前往安多，开

启了中国气象事业的新梦想。
那个年代，困难可想而知。
——— 牛粪是唯一的燃料。为了买牛粪，陈金

水常常在海拔 5000 多米的路上步行几十公里。
——— 蔬菜是“奢侈品”。陈金水的妻子生病

了，买不到蔬菜，他从路边的垃圾堆里捡了菠菜
老叶和根，凑合做了碗青菜汤。（下转 6 版）

解码风云录 逐梦天地书
“世界最高气象站”三代气象人的守望

“决不能让老区群众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掉队”“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要着力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
从政良好环境”……

2015 年 3 月，在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
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
四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江西着
力推动脱贫攻坚加快老区
发展、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着力推动干部作风建
设，开启富裕美丽幸福现代
化江西的新征程

两会前夕看落实

大图：俯瞰唐古拉山交通自动气象站（1 月 27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旦增尼玛曲珠摄
小图：洛松拉姆在唐古拉山交通自动气象站准备检修设备（1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健伟摄

2 月 18 日，在山东青岛市北区，演员表演胶州
大秧歌。近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欢欢
喜喜迎元宵佳节。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多 彩 民 俗 迎 元 宵
2 月 17 日，民间艺人在唐山市南湖公园表演

“打铁花”(无人机拍摄)。近日，河北唐山市举办新
春灯会，欢庆元宵佳节。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流 光 溢 彩 迎 元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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