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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老年人骨质疏松有哪些危害？怎
样防治骨质疏松症？近日，高新区唐家社区党委、唐家社区计生
协会联合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特邀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生邢曙为辖
区居民举办了一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知识讲座，加强辖区老年
人对骨质疏松症的了解，降低骨质疏松症危害。

据统计，目前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发生率约占40%，给老年朋
友带来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在当天的讲座中，邢曙详细介绍了
骨质疏松症的特点、常见症状、患病人群和对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加深老年人对骨质疏松的了解。针对生活中很多人对骨质疏松
症的发病存在误解，邢曙还为居民讲解了如何走出骨质疏松症的
误区，并引导老年人正确看待骨质疏松症和减轻骨质疏松症带来
的烦恼。

最后，讲座从健康饮食、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用药三方面，
向老年人传授了如何预防与治疗骨质疏松症，提高辖区居民对骨
质疏松症的保健意识。

讲座吸引了100多名社区居民参加，现场派发礼品300余
份。参加讲座的老年居民均感到受益匪浅。

唐家社区:

开展防治骨质疏松症讲座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 见习记者张景璐报道：“我宣誓……做
洁身自爱，不沾毒的好学生。”伴随着430余名学生的宣誓声，高新
区“百米长卷，禁毒绘画”禁毒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展开。

在禁毒绘画活动中，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初一、初二的同学们
在两块长达150米的画布两侧席地而坐，或独自创作、或两人合
作，在画布上挥毫泼墨，尽情发挥，用画笔和颜料展示着他们对禁
毒的认知和理解。通过一个多小时的集体创作，一幅幅天马行
空、色彩鲜艳的作品跃然纸上，组成了两条百米禁毒巨作。绘画
结束后，学校美术组的老师们现场评选出80幅优秀作品，进行展
示并表彰。

环顾百米长卷，记者发现，学生们大胆创意，以不同形式、不
同风格呈现出对拒毒防毒的理解。初二学生李欣宜画的是一个
璀璨绚烂的舞台，周围有很多各色的骷髅。李欣宜告诉记者，这
幅画叫做《不要让舞台成为毒品的天堂》。“以前我去戒毒所参观
的时候感觉毒品离我们很远，其实有时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
不知道。我们青少年应该有警惕心，不去容易沾染毒品的地方。”
李欣宜说。

初二学生林蒙画的是一幅蛇与人对抗的场景。林蒙介绍说，
蛇后面的恶人象征着贩毒的“黑暗势力”，而保护这个“人”的两个
小天使象征着正义，“我通过学校的禁毒宣传、平时在网上看到的
资料和视频了解到毒品和毒品的危害。我相信正义不会缺席，就
像我画里画的一样。”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高新区禁毒办为开展禁毒示范学校创
建，鼓励各学校创新禁毒宣传教育方式而开展的一次有益实践，
旨在寓教于乐，强化毒品知识宣传教育成效，积极抵制毒品侵害，
营造纯净无毒的健康校园环境，增强人们识毒、拒毒、防毒意识，
助力高新区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工作。

高新区禁毒主题宣传活动进校园

逾400学生
同画百米禁毒图

同学们在两块长达150米的画布两侧席地而坐，用画笔和颜
料展示着他们对禁毒的认知和理解。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近日，2019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
会在北京举行，在同期举办的首届中国（顺义）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测试赛中，面对全球顶尖汽车主机厂以及AEBS厂商的
压力，珠海骏驰科技有限公司在前方静止车辆障碍物、前方运动
儿童障碍物、后方静止障碍物等3项比赛的多个科目中，全部科
目获得第一名，AEBS综合测试赛整体成绩排名第一，以绝对的
技术实力赢得全场“大满贯”。

AEBS自动紧急制动系统，通过传感器监测车辆和目标车辆
之间的相对速度和距离，计算即将发生的情况，紧急制动可以自
动避免碰撞或减轻其影响。首届中国（顺义）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测试赛邀请知名的国内外汽车主机厂和AEBS生产厂
商参与，赛事参照国际最高标准（欧盟E-NCAP）制定测试规则；
在同一场地和赛道，采用同一标准测试前向AEBS和后向R-
AEBS，由专业试车员驾车测试。以现场对决的形式进行性能比
拼，优者胜出。

位于珠海高新区的珠海骏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汽
车主动安全领域拥有核心技术，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减少交通
事故的高科技企业。这次在中国首届AEBS测试赛中获胜，
起到了引领技术潮流，为行业树立标杆的作用，同时也提高
了其作为国内汽车主动安全自主品牌技术水平较高厂商的
知名度。

车辆上安装AEBS意义重大。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营运车辆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从今年4月1日起正
式实施，要求9米以上客车需装备AEBS系统。珠海骏驰是国内
首批通过该项标准的企业。在首届中国（顺义）自动紧急制动系
统（AEBS）测试赛中，珠海骏驰大获全胜，用实力证明了在研发
技术、产品设计、实际场景应用方面，珠海骏驰的AEBS性能和功
效高于行业标准。

首届中国（顺义）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测试赛举行

珠海骏驰
以技术实力赢得“大满贯”会议提出，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历史机遇，市
委赋予高新区重点对接深圳的重要使命，全区各部门
要从高处着眼、往细处落脚，结合落实国家战略和省
委、市委要求，持续有力抓好第四季度工作，尽早谋划
2020年工作。为此，苏虎提出八项重大举措，着力推
动高新区全面完成今年经济增长、创新发展、与港澳深
度合作的目标。

一是与港澳深度合作以及承接深圳产业外溢、创
新外溢。各职能部门要建优载体、搭优平台、培优项
目、育优人才，谋远谋实与港澳更宽领域、更深程度的
合作；要紧盯深圳需要拓展发展空间的高成长项目、成
熟项目，细化完善专门的招商机制，做好针对性招商引
资宣传。

二是落实落细“一区多园”体制改革。区科技产业
局要牵头主动谋划、主动推进，建立逐项落实《完善珠
海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计划表和行程图，确保管理体制改革成为高新区“二
次创业”的有效抓手。

三是高新区将着重制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2020年计划目标和长远规
划。区科技产业局、区投促中心以及区属国企要超前
谋划，做到“三个聚焦、三个一批”：聚焦产业基础高级
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引进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引进建设一批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和平台；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优化
完善，引进培育一批高端人才和科技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项目。

四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攻坚作战。区建设环保
局、区自然资源局要主动对接省市大型基建项目建设，
主动谋划、尽早谋划“一座大桥、一条通道、两条地铁”
的区域对接工作（深珠公铁两用桥、深中通道、广州地
铁18号延长线、珠海地铁1号线）。

五是依托唐家历史文化名镇发展文旅融合产业。
区社会事业局、唐家湾文化旅游公司要抓紧谋划开展一
批落得下、打得响的项目，擦亮文化古镇这一金字招牌。

六是加快做优做强做大区属国企。要着眼更高的
发展格局、力争更大的经济贡献，加快在旧村更新、园
区建设运营、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管养等方面出精品、
增效益，壮大企业规模，推动服务输出，打造国资国企
运营品牌。

七是要把壮大人口规模和人才总量作为一项极其
重要的工作来抓。目前，高新区有以创新创业人才为
主的7万左右流动人口，同时又主要是年轻人才，这是
高新区发展的活力和支撑所在。区科技产业局要会同
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加紧研究，让“高新人才”成为“高新
居民”的创新举措。

八是政务服务提速提质。区党政办要结合谋划纵
深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围绕
政府审批、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干部队伍作风3个方
面，既聚力创新、也发力整改，全面提升营商环境。要
对有关政务服务的改革部署，逐一督查落实情况，好的
经验做法要巩固深化，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没有推进的
一律通报，并列入绩效考核。

第四季度

八大举措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采写：本报记者 宋显晖 摄影：本报记者 程霖

11月7日，珠海高新区召开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传达全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研判会、全市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
析会有关精神，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抓好第四季度经济社会各项工作。会上，高新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苏虎要求全区各部门既要有信心、更要有决心实现年初预期目标任务，当好全市创新驱动发展主平台、主战场、主引擎。

会议透露，前三季度高新区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特别是新经济、新动能进一步提速提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2亿
元，同比增长7.6%；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两个主要经济指标超过全年目标增速，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17.7%，排全市第二。

会上，苏虎部署了第四季度各项工作，对主要经济指标任务进行明确分工，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职、努力挖潜，确保全年
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发展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前三季度，高新区经济呈现
出“三快二稳一好”特点，即服
务业、投资、财政收入增长加
快，工业、消费稳定，经济增长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具体表
现：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
带动力强。前三季度，高新区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00.2亿元，
同比增长13.1%，拉动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5.9 个百分点。以软
件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营利性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88.2 亿
元，同比增长39.4%，在全市总
量第一、增速第二；以高等教育
为代表的非营利性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19.5 亿元，同比增长
11.4%，在全市总量第二，增速
第三。二是投资快速增长推动
经济增长。前三季度，高新区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3.4亿元，
同比增长27.2%；完成工业投资
28亿元，同比增长 20.4%。派
诺科技园、远光智能产业园、运
泰利智能装备科技园等5个项
目竣工投产。健帆血液净化项
目、兆邦智能产业研发基地等3
个项目顺利开工建设；省重点
项目进展顺利，民间投资保持
平稳。三是财政收支增速对经
济增长贡献提高。前三季度，

高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1亿元，同比增长17.7%；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31.7 亿元，同
比增长36.9%。

此外，工业增长稳定，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7.8亿元，
同比增长5.2%；消费稳定，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6亿元，
同比增长5.8%；经济增长质量
效益持续向好。1-9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盈利数量为125家，
实现利润总额17.3亿元，同比增
长210.7%；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盈利 58 家，实现利润总额
10.0亿元，同比增长578.0%。

前三季度整体经济稳中有升

会议认为，主要经济指标回
升向好，实质是创新引领和支撑
能力加强，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
步夯实。

前三季度，高新区高技术制
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16.8%和8.1%，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2.5%和
64.9%，2013年以来连续23个
季度占比在50%以上，创新型经
济的特征明显，为全区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批领军企业发展势头持续

强劲。健帆生物连续两个季度产
值增长30%以上，优时比连续3个
季度产值增长超过20%，金山办
公软件连续两个季度营收保持
50%以上的增长态势。34家新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20%以
上产值增长的有18家，占比53%。

前沿项目集聚趋势进一步
加强，创新企业领跑优势逐渐凸
显。前三季度共有25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投资总额
32.7亿元。其中，欧比特、健帆
生物等8个企业入选国家级企

业或产品评选项目，云洲智能无
人船基地香山海洋科技港建成，
丽亭智能停车服务机器人项目
在大兴机场落地运用。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
强。纳睿达、蓝瑞盟、欧力配网
等3家企业获评珠海市企业技
术中心。健帆生物、汇金科技等
3家企业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
专利奖。截至9月，高新区发明
专利申请量1487件，同比增长
23%；发明专利授权量465件，
同比增长14%。

创新引领和支撑能力加强

“人才是第一资源”，高新区
始终致力于打造创新人才、高端
人才高地。前三季度，高新区新
引进各类人才1034名，同比增
长54.8%，国家、省级高端人才
继续占全市近1/3。其中，新引
进院士1名、海外高层次人才7
名、博士10名、硕士111名；申

报“珠江人才计划”团队项目12
个、人才项目18个，申报数量30
个，占全市44%，目前4个项目
已入围省级答辩，占全市44%；
申报“特支计划”团队项目5个、
人才项目10个，申报数量占全
市40%；申报市创新创业团队和
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46个，其

中 20个团队进入实地考察环
节，占全市名额的40%。新增脉
搏医疗、鼎泰芯源、优微生物、云
航智能、全志科技5个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新增博士后工作人
员 16人。全区博士后工作站
（基地）已达30家，在站博士后
达到38人。

高端人才集聚趋势显著

高新区紧抓粤港澳大湾区
加速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今年
以来着重加强与港澳的合作。截
至9月底，高新区引进港澳科创
项目41个，其中香港项目29个、
澳门项目11个、港澳合作项目1
个，已完成全年计划的82%，投

资总额约3.5亿元。其中包括世
毅IC开发中心、远皓采油机驱动
系统、牧世新型建筑材料等项目，
涵盖了软件、IC设计、新材料、生
物科技、互联网、精密制造等产业
领域。目前还有23个产业和创
新创业项目正在洽谈。

此外，高新区还瞄准港澳高
校创新资源，探索多种合作方
式，共建科创合作平台。目前，
高新区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建
设的“香港中文大学Pi Centre
珠海创新创业基地”已在港澳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揭牌。

与港澳合作进一步加强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

高新区前三季度GDP增长7.6%

创新型经济特征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