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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又一
家“独角兽”企业落户珠海。昨
天，麒麟合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APUS”）南方基地在高新
区港湾一号科创园正式揭牌成
立。作为高新区引进的重点项
目，该基地将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及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加快打造国际互联网生
态创新基地。

据了解，成立于2014年6月
的APUS是一家面向全球市场
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旗下主要产

品APUS系统（APUS System）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智能
手机操作系统，包含了APUS桌
面、浏览器、消息中心、相机等多
种产品服务。截至 2017 年，
APUS系统的全球用户量突破
12 亿，遍布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产品支持超过25种国际语
言，并连续两年入选《中国独角
兽企业价值榜》。

目前 APUS 系统近 70%的
用户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5个国家。“我们希望能够成为

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领
航者，以及‘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发展的践行者。”APUS创始
人兼CEO李涛表示，凭借强大
的自主创新能力，APUS系统
在全球范围尤其是“一带一路”
沿线得到了高度认可。珠海作
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
支点，将成为APUS“扬帆出
海”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桥头
堡。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快
建设，珠海拥有连接港澳以及

全球最优秀人才和广阔市场的
产业承载能力，也将成为中国
企业对外发展的战略要地。”李
涛对于珠海互联网产业的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

李涛表示，APUS南方基
地将扎根珠海，同时借助粤港
澳大湾区互联网产业基础设施
完备、软硬件厂商众多的特点，
与政府部门及合作企业共同搭
建实体技术支撑与资本市场平
台，推动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
去”。

又一“独角兽”落户高新区
麒麟合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将加快打造国际互联网生态创新基地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
11月8日，珠海高新区收获多个
好消息：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迁入清华科技园H栋并举行新
研发中心揭牌仪式，优时比（珠
海）制药有限公司新型抗癫痫产
品——开浦兰®口服液生产车间
正式启用。它们将成为高新区经
济发展的强劲新动力。

多位嘉宾为珠海纳金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揭牌。纳金
科技落户珠海高新区三年来，始

终专注于纳米材料前沿领域的
开发，纳米材料制备技术和独创
的印刷电子工艺技术打破了国
外对核心材料和工艺的垄断，技
术水平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先
后获得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并有多项技术产业化落地成
功。此次纳金科技乔迁及新研
发中心启用，为公司产业化奠定
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优时比（珠海）制药有限公
司，新型抗癫痫产品——开浦兰

®口服液生产车间正式启用。
据了解，优时比在高新区扎根
21年，是UCB集团的亚洲生产
基地。优时比的产品开浦兰
®、力蜚能®、异乐定®和异舒
吉®等均在全国临床治疗用药
中处于领先地位。此次新启用
的生产车间将生产开浦兰®口
服液，它是优时比首次在中国
上市的新剂型，将为中国的癫
痫病重症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
方案，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0亿元。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点企业研发中心的揭牌与生
产线的投产，表明企业看好珠
海的未来。高新区作为珠海市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平
台和科技创新主引擎，已形成
以名牌大学为依托，以软件研
发企业为主体，集“产学研政孵
投”于一体的高科技产业走廊，
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者
入驻。

纳金科技“喜迁新居”优时比新药生产车间正式启用

高新区经济发展又添新动力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1月8日凌晨，珠海港首艘自有
两万吨货轮“高栏303”满载卷钢
徐徐驶入珠海高栏港，完成了它
从辽宁营口港到高栏港，2150海
里的首航任务。此举标志着珠海
港自营的高栏港至北方沿海港口
航线正式开通，拉开珠海港加快
自有船舶建设的序幕。

据 悉 ，“ 高 栏 303”总 长
158.21 米，宽 22.60 米，载重吨
20500吨，于10月 26日从舟山
起航，执行营口港到高栏港2万
吨卷钢运输任务。首航的成功，
在珠海港自有船舶运输发展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近年来珠海港由
港涉航，潜心打造自有船队，扩大
运力规模，布局航运网络，至
2017年底，总控制运力达到20
万吨，开通西江驳船快线21条，
遍及西江流域40多个卸货网点，
基本满足了珠海港货物吞吐量飞
速增长的集疏运需求。

为打造华南重要的港口物流
中心，珠海港在已有的物流、报
关等港航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布
局航运板块，规划在5年内达到
拥有驳船50余艘，控制驳船200
余艘，海船12艘，自有总运力达
46万吨的运营规模，实现向主动

型港口转型。首航成功的“高栏
303”今后也将和陆续建成投产
的船舶一起，助力珠海港建设华
南国际枢纽大港的宏伟目标。

而就在两日前，珠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申
请已获中国证监会无条件通过。

公司拟募集不超过13.3亿元
资金用于港口设备升级及港航
江海联动配套项目，以推动公
司港口航运板块的发展，增强
综合服务竞争力，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方案显示，公司全
资子公司珠海港航运将购置或

建造内河驳船、沿海船舶若干
艘，用于珠海高栏港至西江流
域、珠海高栏港至北方的内河
及沿海航线运营，提升对集装
箱、煤炭、纸浆及卷钢等货种的
物流运输服务能力，夯实“物流
中心战略”。

珠海港自有两万吨货轮首航成功

纵穿四海驶向货通南北新天地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近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正在上海举
行，吸引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00多家企业亮相。借力进
博会契机，11月7日，由横琴新
区管委会主办，横琴新区商务局
承办的“携手谋发展，助力大湾

区”招商推介会在上海举行。
会上，横琴新区管委会有

关领导围绕横琴发展前景、产
业基础、营商环境以及高效完
善的政府服务等方面，对横琴
投资营商环境进行了全面推
介，广邀国内外企业到横琴投
资发展。来自上海、苏州、杭州
等长三角地区的100多位国内

外企业的代表参加活动，与会
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推介会，对
珠海及横琴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会上，中信泰富（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等即将投资横琴的
企业代表，以及浦发银行广东
横琴分行等已落户横琴的机构
代表进行了现场分享。

携手谋发展 助力大湾区

横琴赴沪举行招商推介会

11月8日“高栏303”满载卷钢徐徐驶入珠海高栏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报道：11月6日，在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
下简称中国航展）开幕式上，中央
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金壮龙，
专程来到九号馆的广东兆邦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进行视察。

在听取了该公司董事长吴希
文对展品的介绍后，金壮龙详细
询问了此次参展产品的性能、特
点、优势等方面情况。本届中国
航展，兆邦智能展示了以智能信
息化为主的智慧军警解决方案，
以座舱操控及信息传输为主的航
空航天实装产品，吸引了不少行
业专家和专业观众的注意，展现
了兆邦智能在防务装备、智能信
息化领域厚积薄发的强大实力。

金壮龙表示，在军民融合的背景
下，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吴希文在8日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说：“兆邦智能是第一次参
加中国航展，但公司研发的高科
技产品已连续三届助力中国航展
智能安保系统。”他表示，本届中
国航展是一次很好的沟通交流机
会，既对兆邦智能最新产品进行
了展示，也是对公司发展方向的
一次审核，“在专业日的这三天，
已有海军航空兵、空军招飞局等
数家单位，就相关产品与我们达
成了合作意向。接下来，兆邦公
司将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号
召，为国家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
家战略体系贡献一份微薄的力
量”。

兆邦智能携多款智能信息化产品亮相航展

推进军民融合 打造智慧天空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11月 8日，在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
中国航展）上，长春市政府、吉林
泰华、吉视传媒、珠海航展四方正
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
四方将携手在航空航天领域展开
深入合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庆利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珠
海、长春两地四方将本着携手合
作、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
就共同承办“2019·空军长春航

空大学航空开放周”、规划建设
“长春航空文化生态小镇”，致力
于打造军民融合航空航天新样
板、培育北方通航产业新品牌、
树立长春市新形象，扩大中国航
展新影响、开拓两地合作交流新
渠道，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据了
解，下一步，珠海、长春两地及相
关企业将围绕投融资、规划建
设、产城运营等，共同研究战略
发展规划，推进项目实施落地，
实现南北合作发力，航展协同起
航。

珠海与长春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共同推进两地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
11月 8日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国
航展）专业日的第三天，恰逢第
19个中国记者节。上午，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龙广艳一行来到
中国航展现场，看望慰问了奋战
在宣传报道工作一线的新闻工作
者，并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龙广艳一行来到新华社记者
工作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作
室、珠海特区报社珠报融媒直播
室、珠海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指挥
中心、航展媒体服务中心等处，看
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详细了
解各新闻媒体对本届中国航展的
宣传报道情况，对新闻工作者的
辛勤工作和全方位宣传报道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并表示衷心感
谢。

龙广艳要求新闻工作者们继

续发扬连续作战的奋斗精神，精
心策划做好本届中国航展的后续
宣传报道，向国内外全方位传播
中国航展的盛况。

据悉，本届中国航展期间，包
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南方日报、广东广播电视
台、珠海报业传媒集团、珠海广播
影视传媒集团在内的中央、省和
本地新闻媒体以及网络媒体都进
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平台报
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150
人的强大阵容对活动进行了多场
直播，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龙广艳要求，新闻工作者要
再接再厉，主动策划，进一步唱响
主旋律，深入宣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为我市在新起点上推动特区

“二次创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市领导到航展现场慰问新闻工作者

再接再厉 做好航展后续报道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水
利部调研组日前莅临我市开展粤
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规划专题
调研。调研组高度肯定了珠海在
水安全保障建设方面取得的成
效。副市长刘嘉文参加调研。

在珠期间，调研组先后乘船考
察了磨刀门两岸堤防建设情况、湾
仔水道水环境状况，现场察看了石
角咀水闸等。座谈会上，调研组还
认真听取了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关于我市水资源条件及特点、水安
全保障现状、水安全保障面临的重
大风险点及其可能影响、对澳供水
保障措施等情况汇报。

调研组肯定了我市全面完善

防洪潮除涝减灾体系，全面优化水
资源配置利用体系，推行洪水风险
管理，从而保障全市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的好经验，好做法。

调研组强调，粤港澳大湾区
水安全保障规划要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通过实地调研、座
谈，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
障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要
对标中央战略和规划纲要要求，
在深入分析大湾区水资源特点和
水安全保障需求基础上，查找水
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差距、短板
和主要风险，为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水安全
保障。

水利部调研组莅珠开展专题调研

珠海水安全保障工作获好评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报道：
11月 6日至8日，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张锐到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
中国航展）现场督导航展安保工
作。本届中国航展珠海公安首
次启用了太赫兹检测设备，实现
了对入场人员随身携带的设备

“无辐射、非接触、不停留”的新
模式安检。

在11月6日至8日三天专业
日中，共有10万余人入场观展，珠
海公安共投入近1.4万人次警力进
行安全保卫工作。张锐对展区现
场安保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要求工
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每日清
零”，绝不能在第二天继续存在。

张锐指出，三天专业日的活

动顺利结束，参加安保工作的民
警十分辛苦，接下来三天公众日
中国航展现场人流车流量将暴
增，安保任务十分艰巨。张锐要
求广大民警在注意自身安全、科
学调整上岗时间的同时，注意警
容风纪严整，确保文明执勤，要多
从观展群众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从更有利于观众、更有利于安全
角度开展安保工作。

本届中国航展，珠海公安在
展馆入口部署了人像识别、安检
X光机等人证核验设备。特别是
在入口人数最多的二号门首次安
装太赫兹检测设备，可对入场人
员进行随身携带物品的可视化非
接触式安全检查，实现“无辐射、
非接触、不停留”新模式安检。

市领导现场督导航展安保工作

航展首次启用太赫兹检测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