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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市 新活力”引发街坊大讨论，社会各界人士为广州出新出彩畅所欲言

湾区机遇加广州环境 愈发坚定了创业者的信心

曾广键

创业赶上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还得益于广州高效办事水平

“广 州 好

人” 曾广键，

曾是花都区秀

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院长， 也是该院小针刀治疗法主刀

医师。 自 2003 年执业， 已有近 16 年行

医经验的他每年用小针刀治愈成百上千

患者。 去年， 期望在专业领域得到更大

发展的他， 乘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东

风， 跳出体制， 选择自主创业， 开办个

人医疗诊所。

“得益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

审批部门对民营医疗机构的设置更注重

资质， 简化办事流程。 现今， 只要符合

规范的要求， 按照正常程序， 即可快速

把申请的业务办好。 在办事过程中， 明

显感受到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水

平在不断提高， 这大大增强了我创办自

己诊所的信心。” 曾广键称， 广州活跃

的创新经济，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

挥着辐射带动作用， 让大湾区内各地居

民群众交流来往更快捷。 “因为广州有

着高效的交通网络， 现在前来诊所看病

的人， 既有花都本地居民， 还有珠三角

区域乃至港澳地区的群众， 每月就诊人

次约 500。”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发

布后， 曾广键认真研读大湾区规划建设

内容。 他表示， 将结合花都机场扩建、

大湾区内 1 小时都市圈建设等， 对自己

的创业策略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点

带面谋求新的发展。

营商环境关乎企业

生存发展， 与城市的吸

引力、 竞争力直接相关。

近日， 广州营商环境 2.0

版出炉， 焕发城市新活

力。 “线上一网通办、

线下只进一扇门、 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 获得电力

最快可实现‘零审批、 零成本、 零跑动’ ……” 据

广州供电局市场部主任苏志鹏介绍， 为助力广州打

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广州供电局正以“减四

提二” 作为核心举措， 打造“获得电力” 典范。

“减四提二” 即精简办电程序， 减少申报材料，

压缩接入成本， 降低用电支出， 提高供电可靠性，

提高业务办理便捷度和透明度。 目前， 广州已经实

现了企业群众 32 类业务、 82 项功能的办电业务“一

次都不跑”， 高低压用电报装环节数从 5 个压减为

2~3 个， 缩减近 60%； 用电报装实行“二证办理”，

仅需身份证明和产权证明， 压减近 80%。 同时， 大

大缩短了办电时间， 其中， 高压电力接入办理时间

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低压电力接入办理时间不超过

3 个工作日。

苏志鹏表示， 除了方便用电报装， 广州供电局

还注重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保障供电可靠性。 广

州在全国率先实行业扩投资界面延伸至客户用地红

线， 实现公告范围内的高压电外线工程由供电局直

接投资， 用电容量 200 千伏安及以下采用低压供电，

大幅提升微小企业接电便利性， 实现客户接电“零

成本”。 在供电可靠性方面， 去年中心城区全年平均

停电时间压缩到了 1 小时以内， 建设多个高可靠示

范区， 年平均停电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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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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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以香港、

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

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

引擎。 这是国家大战略赋

予广州的重大使命。 这意

味着进入新时代后， 广州

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肩负

更高的使命。

4月10日，广州日报发

表《奋进的城市出新出彩》

评论文章。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 作为一座千年商

贸古城， 广州所面临的机

遇有哪些？ 作为一座传统

与多元兼容的开放之城，

广州又如何保持城市优

势？ 作为率先打响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第一枪”的商

都， 广州该如何焕发城市

新活力……文章抛出的一

系列问题， 引发广州街坊

深思与讨论。

有创业者认为， 广州

好机遇在于高效的办事效

率、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

只要敢想敢拼， 因时制宜

调整创业战略， 定能大有

作为。 有基层工作者则表

示，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

正是广州的文化生命力所

在，理应活化利用。 有街坊

称， 社区不断涌现的文化

团体， 丰富了居民群众的

精神食粮， 为城区文化填

注活力。

谭伟杰

创业环境“软”“硬”兼备

坚定干实体经济的信心

主营物联

网新零售的出

玖物联网，是

一家粤港合资的初

创型企业。 公司创始人之一的谭伟杰来

自香港。 其来到广州南沙创业的初衷正

是源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去年，正是

看中了南沙区的区位优势及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 公司在南沙区香江科创中心

独角兽牧场建立总部。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

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面对这个得

天独厚的先机，自然得顺势把握，积极发

展。对创业阶段的企业而言，南沙的创业

环境非常有吸引力。 ”谭伟杰说，在南沙

区，除相应硬件配套办公服务外，也可享

受创业资本对接、商业模式梳理、政府政

策辅导等软服务，“这大大坚定了创业团

队干好实体经济、创新创业的信心。 ”

“上一代的香港居民来到内地创业，

以制造业和房地产为主， 新一代香港居

民则更懂得把握大湾区政策，在资讯、科

技、金融领域发挥所长。作为合资企业的

创业者，需要很大的勇气，有勇气面对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法规。”谭伟杰称，区位

优势显著的广州是一个创业天堂， 在这

里能得到很多支持， 还能学习更多的创

投知识， 且有创业导师帮忙梳理商业方

案，加快项目快速拓展。“作为一名在广

州创业的香港青年， 将义无反顾地为理

想前行， 发挥国际化视野和灵活的思考

力， 在大湾区找到自己位置并作出贡

献。 ”

李沛

用创新“广州味道”

来留住城市记忆

在荔湾区

西村原创元素

创意园内，坐

落着一家创办

不久的音乐公

司———广州咪

音科技有限公

司。 李沛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将音乐公司选址在这里， 李沛有着

自己的思考。“我之所以选择荔湾的创意

园，是因为这里有比较浓的老广州味道，

做原创音乐离不开文化的熏陶。 厚重的

文化沉淀给予我们很好的创作环境，对

于创作出来歌曲的风格定位也会有影

响”。李沛认为，荔湾区是老城区，注重文

化的发展和保护， 对于一家文化传播公

司来说，这里天然有着更为肥沃的土壤。

“创办音乐公司的初心是做内容。 ”在李

沛看来，音乐是有生命的，优质的音乐不

仅能够传达情绪， 还承载了许多人关于

时代的记忆， 比如自己以前爱唱的广府

童谣， 现在哼起来依然能够唤起童年记

忆，感觉十分美好。

现在， 李沛也会时常与身边热衷于

研究岭南地方音乐的同行朋友交流学

习， 他希望音乐市场上能有更多优质的

广州音乐传唱下来， 在世界上留下更多

的记忆。

杨华辉

将建筑文化遗产开放利用 保持广州老城市优势

广州，

作为一座

古老的历

史文化名

城，拥有丰

富的建筑

遗产资源。在广州市古粤秀色本土文

化宣传协会会长杨华辉看来，特别是

在越秀区东山新河浦一带，有着百年

的历史沉淀、 充满韵味的民国小洋

房、清幽的街道环境，不但深得市民

的喜爱，还吸引不少艺术家、投资者

与品牌店的进驻。

“这里的老旧的建筑被悉心呵护

修缮，进驻的店铺也获得了大量的人

气与品牌效应，一座座有历史负担的

老旧建筑变成了商旅文融合的网红

屋。 ”杨华辉建议，可以将广州老城中

的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进

行梳理，建立建筑遗产信息库，梳理

建筑遗产产权，引导高端品牌进驻办

公经营，实现低端使用向高端利用的

转变，最大限度发挥其文化价值与商

业价值。在优化修缮与消防安全的前

提下， 加快建筑遗产的开放利用，引

导知名公司、高端酒店、艺术团体对

其活用，树立标杆，大力宣传优秀案

例，发挥“建筑遗产+艺术创造+高端

办公+民宿酒店”模式，把建筑遗产的

利用发挥到极致。

陆翠芬

共享协同发展成果 800余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位 于

黄埔区文

冲街的文

冲村，至今

已有800余年历

史。该村是依托

创新治理模式而焕发出新活力的典

型村。

广东省人大代表、 文冲经联社

党委副书记陆翠芬告诉记者， 去年

社区还在古建筑群内建起了社区党

群服务站， 配有谈心室、 议事厅等

功能室， 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内涵。

每逢周末， 古色古香又不失现代活

力的文冲古祠堂古建筑群， 吸引了

本地及周边市民群众前来。

记者了解到， 该社区以石化路

为界， 分为城中村改造区及未改造

区。 针对不同的区域， 社区因地制

宜采取不同发展管理模式， 让辖内

群众共享发展新成果。 “针对石化

路以西的改造区， 通过城中村改造

建设， 群众住上了新房， 生活水平

不断提升； 就石化路以东的未改造

区， 我们抓好内部环境管理工程，

村容村貌不仅发生了改变， 群众的

居住环境也显著改善。” 陆翠芬说

道。

未来， 在大湾区背景下， 该社

区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为持续建

设美丽村居环境奠定基础； 充分利

用现有的土地资源， 做好统筹规划，

让村社同时感受协同发展成果。

“社区发展创新离不开文化这条

根脉。 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

今后， 社区还将继续做好文化阵地

建设， 传承文冲传统文化， 同时鼓

励发展社区各种文体活动， 以提升

文冲人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

感。” 陆翠芬称， 作为为民生服务的

基层居委， 将共同努力， 激发出更

大活力， 为群众谋福祉。

周志红

激发社区文化力量 城市更具活力

常 说

城市大型

社区人际

关系冷漠、

退休老人多、缺

乏活力激情，但

在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沙顶社区，居

民们普遍认为，随着社区文艺演出越

来越多，社区也越发有活力。

“在社区里， 我们老年人常常唱

歌跳舞，平时组队排节目表演开心快

乐得很， 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 ”据金沙街沙顶社区老

年协会会长周志红介绍，协会从去年

11月创建至今，已由建团初期仅数十

人的合唱队， 发展壮大到有140多人

社区业余文艺团体， 里面有合唱团、

舞蹈队，还有乐队等等。两年来，沙顶

社区老年协会曾前往区里各社区演

出数十场。 除文艺演出外，老年协会

还多次开展了公益爱心活动，激起了

社区文化生活的一池春水。

“文艺演出就是为社区居民过上

美好生活提供精神食粮，精神富足了

社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 ”周志红

表示，能组织老年朋友们一同唱歌跳

舞， 一同登台演出感到无比幸福快

乐。“我们人老心不老，未来将努力为

社区的居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让大家一同活跃社区文

化氛围，共同在文化的滋养中享受美

好生活。 ”

吴嘉惠

港澳青年来穗创业有扶持 企业可享全方位服务

在 天

河区中山

大道天银

大厦，有一

个精品联合办

公 空 间———

TIMETABLE， 这里也是天河区港澳

青年之家创新创业基地之一。该基地

面积近5000平方米，主要面向港澳青

年文创设计类创新创业项目。该基地

可为港澳青年团队提供多方面的优

惠政策：3个月免费入驻办公、全方位

企业服务以及无偿创业宣讲场地等。

目前，入驻团队

（项目）

已达35个，其

中10个为港澳青年创业企业团队。而

TIMETABLE的发起者吴嘉惠， 也是

一位来自香港的90后青年。

“之所以选择来广州， 正是这里

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各种鼓励粤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天河是广州的

第一经济大区，其业态发展与港澳相

似，市场资源丰富，便于创业者寻找

商机。 同时，政府为我们创新创业者

提供了全链条、全方位的服务，包括

工作和生活上的。 ”吴嘉惠说。

据了解，天河区把推进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作为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的重要内容， 通过强化政策扶持，

着力打造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创业基

地建设、加强合作交流，形成全方位

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如

在全市率先出台《广州市天河区推动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实施办法》。

苏志鹏

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获电”更便利用电更省钱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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