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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上午,珠海市自然资源
局成功挂牌出让位于金湾航空新城东部滨海居
住区的一宗地块。随着新年首宗土地的顺利出
让，珠海拉开了2019年土地供应的序幕。

经珠海大道一路向西，一座正在蓬勃兴起
的“金湾航空新城”时刻牵动着人们的目光。金
海大桥开通后，金湾将直通横琴、连通港澳，潜
力无限。为此，宗地编号为“珠国土储2018-
23”的首宗挂牌出让住宅用地一经推出便引起
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首宗挂牌出让地块顺利成交，显示了珠海
城市建设的热度以及外界对珠海西部区域前景
的看好。去年以来，珠海城市建设步伐持续加
快，从交通建设加速推进，到新区新城建设有序
铺开，再到城市面貌显著提升，一个独具特色令
人向往的大湾区魅力之城的美丽蓝图，正在徐
徐展开。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运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珠海区域优
势凸显。随着珠海奋力推动“二次创业”加快发
展，加速推进交通建设，拉开城市框架，提升城
市品质，珠海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璀璨
明珠。

珠海经济特区成立以
来，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
的亲切关怀与坚强领导
下，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
人民艰苦奋斗、不辱使命，
把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建
设成为现代化花园式海滨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直观
注脚。珠海坚持规划先
行、生态优先，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建成港口、机场、
口岸、高速公路、城轨等一
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保
持了优美的生态环境，获
得联合国“国际改善人居
环境最佳范例奖”、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
一系列荣誉。

去年以来，全市上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
部署，吹响奋力推动新时
代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
业”的号角。珠海提出，全
力建设新珠海、新经济、新
生活，把珠海打造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经济新引擎和
独具特色令人向往的大湾
区魅力之城，成为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典范城市。

针对珠海城市功能品
质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
界级城市群的要求有较大
差距的现状，珠海坚持人
民城市为人民，把建设生
态文明新特区和国际宜居
宜业宜游城市的标准要求
贯穿到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打造独具特色
令人向往的大湾区魅力之
城，建成美丽中国样板城
市。

过去一年来，珠海城
市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交通建设加速推进。
推动珠海机场升级改造，
黄茅海5万吨级航道一期
工程开工，洪湾中心渔港
开港，高铁通达城市达52
个，新开工板樟山隧道扩
建、兴业快线南段、珠机城
轨二期三个交通骨干工
程，香海大桥、洪鹤大桥、
鹤港高速一期、金琴快线、
兴业快线北段等项目加快
建设，珠机城轨一期全线
贯通。

新区新城建设有序铺
开，产城融合在加速。出
台横琴、保税区、洪湾片区
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字门
隧道、南湾大道改造工程
动工，横琴隧道建成通车；
西部生态新城建设提速提

质，金湾片区公共文化中
心完工，商务中心、服务中
心和艺术中心加快建设；
斗门片区大信新都汇开业
运营，富山新城邻里中心
开工，平沙新城生活配套
加快完善；唐家科教新城
建设持续推进，前环片区
配套市政道路基本建成。

城市面貌显著提升。
着力营造干净、整洁、安
全、优美的城市环境，珠海
顺利通过全国卫生城市复
审，恢复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61条道路完成路
面改造美化，主干道保洁
水平显著提高；新建60公
里绿道、70公里林荫道、
40公里健康步道；新增三
旧改造258公顷、完成改
造201公顷，实施老旧小
区微改造60公顷，启动上
冲、东桥、翠微等区域旧村
改造，兴业玻璃厂、恒信工
业城等21个旧厂房改造
项目全面推进。

在 2019 年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开展新一轮交
通大会战，提高发展平衡
性和协调性，打造大湾区
魅力之城，成为今年工作
部署的重点。

今年，珠海将加快构
建交通主骨架，推动对外
通道畅通便捷，完善市内
交通路网，推动珠机城轨
一期运营；推进交通重要
节点建设，尽快完成机场
升级改造，加快推进机场
改扩建、机场综合交通枢
纽、航空物流园建设；统
筹推进口岸建设，完善口
岸布局；系统治理交通拥
堵。

与此同时，珠海将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新战略，
推进发展空间南进西拓北
接东优，尽快拉开城市框
架。南部对接港澳推进横
琴、保税区、洪湾片区一体
化建设；加快西部生态新
区建设；北部对接深中通
道建设唐家科教新城；东
部优化提升香洲主城区，
加大城市更新推进力度。

在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方面，珠海将促进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优
质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下足“绣花”功夫，对主干
道、城市主要出入口、城轨
站点、口岸、机场等周边环
境进行综合提升；巩固提
升生态优势，推进“公园之
城”和“千里绿廊”建设，建
设百里碧道，推进海绵城
市试点建设等。

城市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迈向大湾区魅力之城

一年之计在于春。肩负新使命，珠海再次踏上新征程。奋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
创业”加快发展，加快建设大湾区魅力之城是其中的重要战役。新年以来，本报记者分头深
入基层一线，走访现场，发现变化，展望未来，带来各区域城市建设最新的讯息。

目前，高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已驶入“快车道”。交通
路网建设全面铺开，金唐东
路、金唐西路、情侣北路中大
段、淇澳县道 588 道路等陆
续通车，前环、唐家、科创海
岸等片区市政配套道路不断
优化，“大交通”格局逐步成
形。

重点片区开发建设方面，
北围片区TOD、后环片区等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片区发

展进入快车道。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提升，唐家共乐大花
园、下栅社区公园、香山古驿
道等建成开放。15公里最美
海岸线初具雏形。

高新区党委书记闫昊波
表示：“2019年，高新区将注重
城市生态品质和城市精细化
管理双提升，以高品质社区公
园建设、高标准海堤加固和景
观提升一体实施、生态化沙滩
修复、标志性城市节点打造为

特色，高质量建设诗画唐家，
形成一园一特色、一村一幅
画、一路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
局。”

据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苏
虎介绍，高新区即将开展新一
轮交通大会战，加快推进四梁
八柱、定枢立架的“大动脉”建
设，以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
为龙头，着眼正在谋划的伶仃
洋公铁两用通道，建立内联外
通、高效通达、海陆空铁协同

的大交通网络。将加快重点
片区开发建设，突出滨海特
色、科创元素和文化底蕴，打
造大湾区独具魅力的科教新
城。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城
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城
市，以“古镇+科教+创新”的特
质引领文化建设，以美丽海
湾、红树碧水打造生态最优美
城区。

高质量建设诗画唐家 建立全域大美格局

城市功能体系的不断升级
完善，让西部地区越来越有吸
引力，逐渐成为宜居宜业的热
土。斗门区注重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城市
品质不断提升，获得了“国家生
态区”等一系列荣誉。

“公司目前设在斗门乾务

镇，由于发展需要，公司在金湾
区机场东路设有办事处。”珠海
三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作为西部地区的斗门和
金湾，其城市规划和城市环境
越来越有吸引力，日渐成为投
资热土。

斗门区城建更新管理办提

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斗门新
城建设项目49项，年度计划投
资39.56亿元，全年实际累计完
成投资42.20亿元，完成计划投
资额的106.7%。其中双湖路
跨鸡啼门特大桥、中兴路等七
条市政道路、幸福河生态公园
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取得明

显成效，高品位、高水准的架构
正在斗门新城片区逐步形成。

斗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目标是：推进斗门新城持续
有效投入，年度完成投资46.49
亿元，着力打造低碳、智慧、生
态、滨水、宜居之城，建设滨江
田园生态新城。

持续加大投入 打造滨江田园生态新城

生活在金湾的市民发现，
从去年年底开始，金湾新增了
好几个休闲的好去处。机场
东路绿化美化提升工程一期
和大门口水道湿地公园建成
投入使用，并迅速成为游客拍
照打卡的网红景点。今年春
节假期期间，金湾共接待游客
11.5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同比

增长了8%。
“让生命更健康，让生活

更美好，是金湾区2019年的
愿景。”金湾区委副书记、区长
赵伟媛介绍，2019年，金湾将
高标准建设珠海西部生态新
区，加快推进新城建设。为提
升金湾的城市面貌，该区今年
计划投资72.92亿元。其中，

将安排西部生态新城起步区
金湾片区建设项目40个，计划
投资32.84亿元。

根据计划，2019年金湾将
基本建成市民及产业服务中
心、祥祺商业大厦，完成珠海大
道以北新增道路、航空城公共
绿地景观工程、机场东路人行
天桥及南段美化绿化提升等工

程建设。同时，市民艺术中心、
国际商务中心、华发精品商都
等项目建设，也将快速推进。

除了硬件建设，金湾还将
更注重“软件”的支撑。根据
计划，机场东路今年将增强保
洁和管护。同时，也将针对地
下管网进行调查、维修，增强
全区的排洪排涝能力。

加快推进新城建设 提升金湾城市面貌

过去一年来，香洲区加
大投入进行城市建设，为城
市拉框架、补功能，城市建设
大跨步发展，城市品位大大
提升，各项功能不断完善，香
洲正以“打造全国最美丽城
区”为目标加快发展步伐。

目前，洪湾片区、十字门片
区与横琴、保税片区一体化发

展开局良好；由南屏科技工业
园、“三溪”科创小镇、前山-南
屏创新产业走廊和情侣路现代
服务业产业带构成的“一园一
镇一廊一带”产业发展空间新
格局逐步形成。香洲坚持把宜
居的城市环境作为核心竞争
力，先后投入20多亿元，着力
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城

区面貌焕然一新。
香洲区委书记颜洪表

示，2019 年，香洲将坚持一
张施工图干到底，一步一步
抓好落实。着力完善制度、
服务、要素供给，构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
制；打造“1+2+1”都市产业
生态体系和“一园一镇一廊

一带”产业空间布局，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积极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深
化与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
市的对接合作；全面固本开
新，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提升环境品牌，
打造宜居宜业的全国最美
丽城区。

城市建设大跨步发展 城市品位大大提升

新年伊始，位于横琴新区
（自贸区）的粤澳合作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一片忙碌。刚刚
过去的2018年，产业园公共
服务平台孵化区建设完成，一
批澳门企业都赶着开个新年
好头，准备进驻他们的“新家
园”。

也是在 2018 年，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
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
展创造条件。一年来，横琴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人居环境持续优
化，对澳合作成效明显。

当前，横琴隧道已经建成
通车，天沐河、横琴二井湾湿

地公园一期等海绵城市项目
完成建设，8条城市主、次干道
完成景观提升，完成1个市政
特色公园、3个社区公园建设，
横琴与保税区、洪湾、湾仔等
一体化区域联动发展、加快推
进。

近年来，横琴新区通过优
先安排用地指标、划定粤澳产
业园净地范围、降低粤澳合作
产业园项目用地成本等，保障
澳门项目用地需求。当前，在
横琴注册的澳资企业达1442
家，注册资本 124.57 亿美元
（截至2019年1月底）。粤澳合
作产业园累计24个项目取得
项目用地、21个项目开工建

设。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累计注册企业117家，其中
澳门企业29家。横琴·澳门青
年创业谷累计孵化项目 327
个，其中港澳创业项目184个。

此外，澳门单牌车入出横
琴总额达到2500辆，琴澳跨境
视频调解平台正式启用，澳门
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愈加便
利。今年年初，横琴对澳合作
再出新招：探索开展澳门企业
在横琴租用办公楼宇，实行跨
境办公模式。与澳门莲花大桥
毗邻的横琴总部大厦，成为第
一批跨境办公试点楼宇，将对
澳门企业开放相关租赁服务。

横琴新区、保税区党委书

记牛敬表示，2019年横琴新
区、保税区将全力围绕澳门回
归20周年的关键节点，推动对
澳合作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具体而言，要大力
重点围绕粤澳特别合作区“1+
N”政策体系，研究出台一批助
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战略创
新举措；要丰富城市形态，提升
城市品质，加快构建适合澳门
企业和居民融入的生活环境；
要加快横琴城市及一体化区域
建设，打造区域发展新引擎，向
现代化国际化超级城区迈进；
要与澳门共同谋划产业布局，
共同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澳门
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不断深化对澳合作 壮大城市能级量级

基层一线新气象 区域发展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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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红 戴丹梅 张帆
宋显晖 马 涛 赵岩

横琴金融岛。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