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佘映
薇 实习记者丁泽祺报道：近日，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了《关于公布2021年珠海
市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复评结
果的通告》。据了解，本次共有
13家创业孵化基地参评，其中
港湾1号科创园、指点科技园两
家创业孵化基地通过认定，珠海
南方软件园等9家创业孵化基
地通过复评。

珠海市创业孵化基地是各
级政府部门、高校或社会力量在
我市投资建设，并由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组织认定的以培
育初创型、创新型小微企业为目
标，为孵化对象提供低租金、低
收费的创业环境，并提供创业指
导、创业培训、管理咨询、融资服
务、事务代理等创业服务，具有
滚动孵化小微企业功能和较强
示范效应的创业载体。根据现
有政策，被认定为珠海市创业孵
化基地的，给予建设扶持经费
40万元；复评达到优秀等次的，
给予后续建设扶持经费10万
元。

记者了解到，港湾1号科创
园位于高新区，园区以智慧产业
办公、孵化育成体系为基本功

能，目前已引驻奇安信华南基
地、小米科技、APUS、金山西山
居、泰芯半导体、英集芯、中德人
工智能研究院、岭南大数据研究
院等知名企业，形成了以软件设
计、集成电路、互联网+大数据
为主导的三大产业。除此之外，
园区还兼具酒店、金融、商业、社
交型创意公寓等生活配套，以及
产业论坛、科普教育、高校研讨
等产业服务体系。

指点科技园作为金湾区电
子商务创新创业的孵化载体，自
2016年11月投入运营以来，根
据金湾区的区域特点，为电子商
务的发展探索多元化道路，目前
正逐步形成以跨境电商为核心
的综合型园区，完成了区域性电
商企业小范围聚集，形成了电商
产业聚集的良好口碑。

在通过复评的创业孵化基
地中，珠海南方软件园、金湾·智
造大街、珠海康德莱国际医疗产
业园和珠海市香洲区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获评“优秀”；珠海市
西部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珠海
金嘉创业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创业工场、珠海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和珠海纬
尔奇孵化中心获评“合格”。

珠海市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复评结果公布

两家创业孵化基地新获认定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记
者昨日从珠海市一微半导体有
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牵头的
省级粤澳科技创新合作项目《视
觉 与 激 光 融 合 定 位 导 航
(SLAM)及语音交互移动机器
人核心芯片的研发与产业化》正
式进入实施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由一微半
导体联合澳门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共同开展，旨在通过融合
多传感器和深度学习技术，集
成低功耗低延时语音模数转换
器芯片设计技术来研发机器人
核心模组，推动将机器人芯片
和算法平台化、智能化及互联
网化。同时，项目通过制定出
一套将机器人定位建图及导

航技术芯片化的流程，有效解
决目前国内外机器人芯片对
于环境建模及定位导航性能
不佳的关键问题。

此前，一微半导体与澳门
大学共同承担了珠海市产业核
心和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并牵
头澳门大学等9家单位共同承
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
器人”专项，为推动珠澳科技创
新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
展提供了坚实助力。作为珠海
市首批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
角兽企业），截至目前，一微半
导体已累计申请知识产权超过
1100项，专利申请量在清洁机
器人技术与芯片领域位居国内
首位。

一微半导体联合澳门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

省级粤澳科技创新项目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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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佘映
薇报道：近日，位于珠海国际健
康港的开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开拓药业”）宣布，其自主
研发的一款外用创新药中国 I
期临床试验已完成首批受试者
入组及给药。据介绍，该创新药
用于雄激素性脱发和痤疮的治
疗，能够有效减少人体内的药物
暴露，避免口服治疗脱发和痤疮
药物的副作用。

记者了解到，该创新药全称
为新型靶向雄激素受体（AR）
的蛋白降解嵌合体（PROTAC）
化合物 GT20029（以 下 简 称

“GT20029”），基于PROTAC技
术开发，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
段的外用 PROTAC 化合物。
2021年 4月，中国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
GT20029开展临床试验，用于
雄激素性脱发和痤疮的治疗。
2021年7月，GT20029获得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
试验许可。该药物在中国开展
的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
安 慰 剂 对 照 研 究 ，以 评 估
GT20029（凝胶和酊）在健康受
试者中单、多剂外用局部给药的

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等特征。
“这项临床试验的启动，对

于开拓药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我们将不断为未满足
的临床需求积极开发创新疗
法。”开拓药业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童友之博士表
示，作为首家研发外用PROT-
AC技术的公司，开拓药业将加
速在临床阶段探索 GT20029
的安全性、最优剂量和用药频
次，造福广大雄激素性脱发和
痤疮群体。

开拓药业成立于2009年，
专 注 发 展 潜 在“best- in-
class”和“first-in-class”创新
药物的研发及产业化，致力成为
创新疗法研究、开发及商业化的
领军企业。公司经过多年的发
展，以雄激素受体（AR）相关疾
病为核心，研发多通道产品组
合，产品覆盖全球高发病率癌
症及其它未满足临床需求的疾
病领域，包括新冠肺炎、前列腺
癌、乳腺癌、肝癌、脱发和痤疮
等。该公司在全球拥有已获得
及申请中的60多项专利，多个
项目被列为国家“十二五”“十三
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开拓药业外用创新药完成首批受试者给药

用于雄激素性脱发和痤疮治疗

企业成功上市的背后，离不开“真
金白银”的帮扶政策，离不开畅通的上
市发展渠道，也离不开全方位的精细
服务。

2019年5月，珠海市金融工作
局印发了《珠海市企业上市挂牌奖
励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其
中将“新三板”精选层及广东股权交
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纳入奖励范
围，支持企业在完成股改、内核辅
导、成功上市挂牌、再融资等不同阶
段，分期申请奖励资金，不断提高企
业上市挂牌奖励政策普惠性。其

中，为降低企业上市挂牌成本，《细
则》提出联动各区加大上市挂牌资
金扶持，企业成功上市可获得市区
两级最高480万元奖励。

无都有偶，经第二次修订的《珠
海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今年8月1日起施
行，标志珠海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迎
来最强法律保障。其中，《条例》对科
技金融设置了单独的一章。为支持
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利用境内外资
本市场融资，《条例》要求市、区政府
建立健全科技企业上市扶持机制。

建立科技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库，加强
分类指导和培育，对企业上市融资或
者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等给予分阶段支持。

一项项政策相继出台，一场场
拟上市企业培训，一次次企业一线
走访问需……为畅通企业上市发展
渠道，市金融工作局着力打好“服务
牌”，运用“科技+”，积极搭建上市培
育综合服务平台，对平台企业精准
画像、科学分类，分阶段动态管理、
精细服务，已将2029家重点企业纳
入平台，不断强化珠海上市挂牌企

业后备力量，为企业上市发展保驾
护航。

“我们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将
有上市意愿且经营规模、盈利达到
一定条件的高成长性企业纳入上市
公司的后备资源库进行重点培育，
为全市上市挂牌企业和拟上市企业
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优服务，营
造更佳环境，为珠海加快建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
经济特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集聚更多资源、增添更强动力。”市
金融工作局副局长王攀表示。

2029家重点企业纳入上市培育综合服务平台

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珠海跑出企业上市“加速度”

“5、4、3、2、1，铛！”8月5日，珠
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联锐视”）敲响上市钟声，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这
是珠海今年首家A股上市企业，也是
创业板上市的第1001家公司。

企业上市，能够汇聚更多资源和
力量，促进企业走得更高、更远，也将
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可持
续发展。一直以来，珠海高度重视资
本市场发展，把培育企业上市作为推
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一
项重要举措。目前，珠海境内外上市
企业共有37家，在广东省（除深圳
外）排名第五。

迈向“十四五”，珠海正以构建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高端打印设备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为重点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力争打造全球新兴产业重要策源
地。随着一批大项目大企业先后落
地，越来越多企业将在珠海成长壮
大，跑出发展“加速度”。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赵 梓

6月11日，炬芯科技首发申请获
上交所上市委员会通过，将于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成为科创板珠海“第一
股”。紧随其后的，是消费类锂电池
企业珠海冠宇。两家企业成功过会，
标注着珠海企业科创板上市迎来了
历史性突破。

公开资料显示，炬芯科技成立
于2014年，主营业务为中高端智能
音频 SoC 芯片的研发、设计及销
售。目前，公司已成为音频相关的
低功耗无线物联网领域的主流供应

商，并逐步实现相关芯片领域的国
产替代，产品已进入的主要终端品
牌包括华为、哈曼、SONY、安克创
新、罗技、OPPO、小米、传音、飞利
浦等。

珠海冠宇主要从事消费类聚
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公司与华为、小米和OPPO
等客户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并
已进入苹果、三星、VIVO等智能手
机品牌商的供应链体系。根据日
本 调 查 公 司 Techno Systems

Research 的统计，2019 年珠海冠
宇在全球笔记本及平板电脑锂电
池的出货量排名中位列第二；在智
能手机锂电池出货量排名中，位居
第四。

上市“集结号”正在吹响，厚积
薄发之势愈发显现。记者从市金融
工作局获悉，截至8月5日，我市今
年内已有1家企业完成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1家
企业挂牌新三板精选层，两家企业
成功过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目

前，珠海在交易所及股转系统精选
层排队的企业有8家，在广东证监局
辅导的企业有18家。

珠海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交出
了亮眼“成绩单”。截至8月5日，珠
海29家A股上市企业市值合计达
6325亿元，在广东省（除深圳外）排
名第三；大健康产业A股上市企业
8家，市值合计1542亿元，位列广东
省（除深圳外）第二；芯片设计行业
A股上市公司4家，市值合计800亿
元，位列广东省（除深圳外）第一。

珠海企业资本市场表现亮眼

在珠海国际健康港，港股上市
企业开拓药业正紧锣密鼓推进生
物医药产业项目，加速拓展粤港澳
大湾区业务布局，为珠海打造千亿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
能。

2020年5月，格力集团出资近
1亿美元作为基石投资人参与开
拓药业港股 IPO轮投资并成为公
司第三大股东，投后持股比例
10.21%。战略入股以来，格力集
团积极推动其在金湾区落户相关

产业项目，并在珠海国际健康港建
立办公、研发基地，助推开拓药业
在自身研发创新、引领珠海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赛道上“加速跑”。

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改
革为契机，格力集团旗下产业投资
平台频频发力，赋能优质企业、项
目落户珠海，并助力企业加快上市
步伐。紧密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打印设备
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及高端制造等
大湾区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格力

集团累计投资产业项目达248个，
总投资金额超210亿元，其中投资
布局上市企业数量已达21家，另有
超过80家被投企业稳步推进上市
工作。

另一家珠海龙头国企——华发
集团旗下的华发实业投资板块，一
手抓投资，一手抓产业落地，以投促
引成效显著。截至6月底，华发集
团管理各类基金65支，规模达408
亿元，围绕新兴产业以及集团业务
链上下游，投资华大智造、优必选、

云洲智能、爱旭股份、美团、爱奇艺
等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成长性创新企
业320多个，其中78个已成功上市
或过会。

国资平台正成为支持优质民
营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珠海加快提
升城市发展能级量级的重要力
量。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珠
海市属国企共促成70多家企业签
约或落户珠海。仅2020年，便促
成超过30家高科技企业签约或落
户。

“投引结合”加快优质企业发展步伐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8
月5日，由广州“鲲鹏+昇腾”生
态创新中心、华为珠海新一代
信息技术应用联合创新中心主
办，华发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等单位共同支持的鲲鹏应
用创新大赛2021广东赛区总
决赛举行。

作为本届鲲鹏应用创新大
赛全国23个大赛区之一，广东
赛区设置了6大赛道，共吸引全
国58支队伍235名选手报名参
赛，旨在带动广大企业深耕技术
创新，加速产业落地，激发粤港
澳大湾区科创活力。大赛当天
还举办了企业专场交流活动，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华发产业园等
单位与参赛的20多家代表性科
创企业开展交流，介绍珠海高新

区、华发产业园发展情况及产业
落地政策。

“本次广东赛区奖项设置丰
厚，除了51万元激励奖金，更将
积极整合各方优质资源为企业赋
能。”华发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在现
场推介中表示，欢迎各方企业“牵
手”珠海共创产业生态、集聚创新
资源，撬动数字产业升级发展。
据了解，作为华发集团旗下的实
体产业发展载体运营平台，该公
司依托中以国际产业园、信创产
业园、大健康产业园、智能制造产
业园、澳门产业多元十字门中央
商务区服务基地等“四园一基地”
的产业园区载体，以智慧园区管
理平台为基础，以提升产业培育
能力为中心，打造覆盖企业成长
全周期的综合服务体系。

广东鲲鹏创新大赛总决赛举行

吸引优质企业“牵手”珠海
撬动数字产业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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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类
锂电池企业珠
海冠宇。

▶炬芯科
技主营业务为
中高端智能音
频SoC芯片的
研发、设计及
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