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府函〔2019〕123 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国家高新区
扩区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科技创新委反映。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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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

为更好地发挥深圳国家高新区（以下简称深圳高新区）和深

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深圳自创区）的创新示范和战

略引领作用，促进“双区”联动发展，形成优势叠加效应，最大

幅度提升改革效能，最大程度溢出创新红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广深港澳创新走廊的主要创新节

点和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为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

市范例提供有力支撑，特制定本方案。

一、扩区的重要意义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深圳高新区以占全市不到 0.6%的土地

面积创造了约 11%的 GDP，诞生了全市约 14%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了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全国创新

资源最为集聚、创新成果最为显著、创新氛围最为浓郁、创新环

境最为优越的区域之一，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实践证明，高新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和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广东省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面对新的形势，肩负新的使命，深圳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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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扩大管理范围来破解发展空间瓶颈，更好地复制管理模

式、发挥品牌优势，实现产业统筹布局、创新资源整合协同配置，

把深圳高新区建设成为深圳自创区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

区，对于推动深圳高新区和深圳自创区联动发展，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核心创新引擎，继续支撑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二、扩区思路和原则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

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标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按照“一区两核多园”的布局，复制推广高新区管理模式、

发挥品牌优势，强化高新区管理体制，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产

业布局和科技创新资源，因园施策，高水准建设各具特色的高新

园区，以高新区辐射、引领自创区，促进我市高新区和高新技术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

1．统筹用好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全市科技创新资源与高新

区空间资源的作用。

2．发挥好市区两个积极性。既要发挥好市高新区管理机构

抓统筹、抓规划、抓产业、抓监督的职能，又要发挥好区级政府

与园区机构抓管理、抓项目、抓配套、抓服务的职能，既分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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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又协同合作。

3．处理好高新区与自创区的关系。高新区和自创区是我市

两块金字招牌，高新区在自创区内统筹发展，并引领自创区的创

新发展；高新区与自创区的协同发展要形成政策与品牌叠加优

势。

三、扩区的范围

将科教资源集中的南山园区、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发展核心的

坪山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基础雄厚的龙岗园区、高新技术产业配

套完善且孵化载体较为集中的宝安园区和以改造更新提升产业

能级的龙华园区（具体四至范围、面积和主导产业类别详见附件）

等五个条件比较成熟的园区纳入深圳高新区范围，打造成为深圳

自创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区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先导区，形

成“一区两核多园”的高新区发展布局（“一区”是深圳高新区，

“两核”是南山园区和坪山园区，“多园”是深圳高新区由多个

园区组成）。五个新扩园区总规划面积约 147.96 平方公里（其中

深圳自创区范围内面积约 93.36 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面积约

39.65 平方公里。加上深圳湾片区（原深圳高新区，规划面积

11.52 平方公里），扩区后深圳高新区总规划面积为 159.48 平方

公里（其中深圳自创区范围内面积 104.88 平方公里）。

四、发展目标

近期目标：到 2020 年，深圳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机制顺畅，

发展空间得到大范围拓展，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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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持续提升，形成 3 到 5 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在国家科技部的综合排名稳固第二地位。

中期目标：到 2025 年，深圳高新区“一区两核多园”的空

间布局进一步优化，区域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各项经济指

标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态势；培育和发展互联网、生物医药及生命

健康、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形成 5 到 8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

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长一批国际领先的龙头企业；高新

区内 PCT 专利申请量占全市 70%以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全

市 60%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全市 60%以上。深圳高新区的辐

射带动和创新引领作用全面发挥，成为全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强大引擎，广深港澳创新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基地，广深港澳创新走廊

的主要创新节点，深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和关键区

域，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的重要载体。

五、主要举措

为切实解决深圳高新区当前发展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推动深

圳高新区的新一轮大发展，引领深圳自创区的大跨越，充分发挥

深圳高新区的核心作用，重点实施以下六大举措。

（一）建立完善深圳高新区发展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市级高新区管理机构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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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管委会）政府对标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高标准编制深圳

高新区总体发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考虑深圳高新区各片区的产

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明确各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按照各有

侧重、错位发展、良性互动的原则推动深圳高新区各园区协调发

展，着力打造若干企业集聚、要素完善、协作紧密的新兴产业集

群，形成各园区独具特色、专业突出、竞争能力强的产业分工与

协作新布局，协调有序推动各园区大发展。制定和出台深圳高新

区创新扶持政策，围绕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需求，在创新型企

业培育和扶持、人才吸引、科技金融创新、创新平台建设、土地

出让及城市更新、保障房建设等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含金量高、

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营造最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的良好

生态环境。

（二）整合创新资源，实现各园区科技创新资源充分合理配

置。

整合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创新资源，按照产业规划布局向各

园区有针对性地协同配置，充分发挥创新资源对各园区特色产业

发展的支撑作用。在深圳高新区各园区优先布局大学、科技基础

设施、应用基础研究机构、诺贝尔奖科学家领衔实验室、新型研

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基

础设施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引导科技创新资源向深圳高新区集

聚。

（三）创新产业空间开发建设和管理政策，实现深圳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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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空间全生命周期监管。

协同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建立健全创新土地、产业用房、

老旧工业区改造等相关政策，破解产业空间对产业发展的制约。

健全高新区各园区产业项目遴选、土地出让、产业发展监管、土

地使用权退出等管理机制，加强土地在使用期限内的全过程动态

监管，提高土地等产业空间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四）完善深圳高新区公共配套设施，提供高水准配套服务，

建设宜居宜业与人文生态美丽的高新区。

制定和实施园区公共配套设施和园区环境提升计划，以吸引

人才为核心，加快完善各园区交通、教育、医疗、餐饮、商务、

文体、安居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一批新一代智慧型、创新型、

生态型科技新城，打造定位精准、产城融合、服务完善、产出高

效的人文生态美丽高新区。

（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调动社会多元资本，强力驱动高

新区建设发展。

编制各园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施计划，

制定深圳高新区投融资体系建设政策，充分利用政府财政资金，

吸引社会多元投资，加快建设和完善各园区主导产业发展所需创

新型产业用房以及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园区孵化器、加速器、

创客空间、专业园等孵化载体的建设，强力支撑高新区加速发展。

（六）建立深圳高新区考核评价体系，高效完成深圳高新区

创新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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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园区会同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园区统计工作，按时

向市级高新区管理机构报送园区发展情况。市级高新区管理机构

应优化考核指标体系，设立具有深圳特色的深圳高新区考核评价

指标，对在深圳高新区改革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奖励，引导督促深圳高新区各园区转型升级，高效完成深圳高

新区创新发展任务。

附件：深圳高新区新扩园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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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高新区新扩园区一览表

序

号
区（新区） 园区及片区

规划用地面积情况（平方公里）

规划主导产业总规划用地

面积

深圳自创区

范围内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

1 南山区

南山园区

1.留仙洞片区(东至石鼓路，南至

茶光路，西至创科路、打石一路、

南坪快速，北至留仙大道，面积

1.8 平方公里)

2.大学城片区(东至南方科技大

学，南至学苑大道、留仙大道，

西至平山一路，丽山路、西丽湖

路，北至动物园、丽水路、学苑

大道、深圳大学西丽校区、南方

科技大学，面积 4.48 平方公里)

3.石壁龙片区(东至沙河西路，南

至白芒收费站，西至二级水源保

护区，北至南山区边界线，面积

2.24 平方公里)

8.52 6.28 1.68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互联网、生命健

康

2 坪山区

坪山园区（东、北至深惠边界，

南至田头山，西至高压走廊及出

口加工区）

51.6 27.77 10.8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

车、第三代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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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新区） 园区及片区

规划用地面积情况（平方公里）

规划主导产业总规划用地

面积

深圳自创区

范围内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

3 龙岗区

龙岗园区

1.坂雪岗科学城片区（由梅观高

速、机荷高速、清平高速和南坪

快速路围合成的区域，面积 28.51

平方公里）

2.宝龙科技城片区（东至东部过

境通道、西至深惠高速公路、南

至翠宝路、北至丹荷路，18.03 平

方公里）

46.54 29.20 15.37
移动通信、集成电路、

医疗器械

4 宝安区

宝安园区

1.尖岗山-石岩南片区（北至洲石

公路，东至羊台山，南至铁岗水

库，西至松白路；北至上川路，

东至留仙三路，南至留仙一路，

西至新安三路，面积 8.31 平方公

里）

2.西乡铁仔山片区（位于西乡街

道中部，东至铁岗水库，南至西

乡大道、西至宝安大道、北至航

城大道，面积 12.98 平方公里）

3.新桥东片区（北至庄村路，东

至规划甘霖路，西至广深高速，

南至凤凰水厂，2.23 平方公里）

23.52 16.87 8.16
互联网、航空航天、智

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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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新区） 园区及片区

规划用地面积情况（平方公里）

规划主导产业总规划用地

面积

深圳自创区

范围内面积
工业用地面积

5 龙华区

龙华园区

1.九龙山智能科技城-福民创新

园片区（由环观南路、观澜大道、

观光路和九龙山合围而成，面积

13.55 平方公里）

2.观澜高新园片区（由梅观高速、

机荷高速、环观南路、坂澜大道

围合，面积 4.23 平方公里）

17.78 13.24 3.64
人工智能、移动智能终

端、生物医药

总计 147.96 93.36 3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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