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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建区37年来，香洲区始
终是珠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全市实体经济主力军、主阵
地、主战场。

然而，当前香洲区的实体经济
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为进
一步促进香洲区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推动工业企业增容扩建、技
术改造，加快创新发展，提升产业
能级量级，近日，该区制定了《香洲
区关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推
介会上，香洲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局长高军介绍了《措施》的主要
内容。

《措施》首次政策明确划定园
区工业用地红线，对全区实体经济
发展起到了指南针、定心丸的作
用。香洲区正着力打造产创深度

融合的创新型城区，推动南屏由
“园”向“城”迭代升级。出台系列
措施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坚守工业
根基，拓展产业空间，明确发展导
向，充分释放产业载体空间；鼓励
企业拆矮建高、拆旧建新，实现工
业上楼；引导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
升级，精准施策、重点扶持。

“我们在研究这个政策的时
候，按照组合拳的方式来设计，去
解决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高军表示，这是《措施》最突出
的亮点。比如鼓励增容扩建，企业
项目越早动工，奖励越高，此外，其
他措施也环环相扣，解决了企业的
后顾之忧，大大提高了改造意愿和
积极性。

有了人才政策和配套措施，进
一步推动了园区企业的快速发展。
南屏科技工业园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局长曾成介绍，作为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和实体经济的重要基地，2020
年南屏工业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939.76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
产值20.74%，其中家电电器、智能
制造装备、办公自动化及打印耗材
三大主导产业产值718.45亿元，占
园区规模以上产值76.45%。

今年上半年，园区经济整体态
势持续向好，169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93.69亿元，
年内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超千亿，
迈入“千亿园区”。

与此同时，南屏科技生态城积
极招商引资，强链补链，引进德凌
智能等6个项目，建成杰理科技等
4个新建项目，完成溢多利等11个
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增容改扩
建项目，一年来新入园企业 54
家。这些项目的落地和建成，将极

大地带动园区产值、就业和税收，
拉动珠海实体经济发展。

高军表示，会上的政策宣讲，
希望能让更多的企业感受到香洲
区对人才的渴求与欢迎，感受到香
洲区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决心与
坚持，通过《若干措施》的鼓励与扶
持，让企业更加安心在生态城进行
创新、研发与生产。

“香洲区召开南屏科技生态城
推介会，明确未来发展规划，出台
香山人才政策，制定促进工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等利企强企之举
令企业感到非常振奋。”珠海许继
电气有限公司博士总设计师陈勇
作为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

陈勇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下，抢抓珠海“四区”叠加所
带来的战略机遇，深耕实体经济和
产业发展，企业定能做大做强。

目标：南屏科技生态城今年迈入“千亿园区”

1. 总面积：45平方公里，主
要建设开发区域：15平方公里。

2.新城区：计划到2035年，
建成一个建筑规模超2500万平
方米，实际管理人口超66万，“生
产、生活、生态”高度融合发展的
新引擎、新城区、新窗口。

3.园区提容：容积率达到平
均3.0；至2025年，工业建筑规模
将由320万平方米提升到700万
平方米；至2035年，工业建筑规
模将达到1000万平方米。

4.对外交通：沿河路示范段
东起屏北二路，西至屏东二路，
总长1.95公里，双向四车道，同
时结合沙心涌、前山河堤岸，打
造特色滨河岸线景观。计划于
2021年底开工建设。

5. 内部道路：改造道路：27
条，总长14.55公里，目前已完成
18条，计划2022年 6月全部完
工。新建道路：17条，总长23.74
公里。

6.跨线桥：总长约1.2公里，
为城市次干路，桥梁部分及南北侧

辅道均为双向四车道，目前已动工
建设，计划于2024年建成通车。

7.辖区学校：南屏小学，占地
面积1.9万平方米，办学规模36
班，计划于今年9月动工建设，可
提供1620个学位；容国团中学，
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办学规
模48班，计划于2023年建成，可
提供2400个学位。

8.生活服务：全面布局邻里
中心和工业邻里中心共22处，高
标准、精细化建设，服务所有工
作、居住、生活在南屏的人群。
新增1处区级体育设施、5处新镇
级体育设施，其中2处结合公共
绿地布置、规划社区体育公园31
处；

9.产业服务：政府投资建设
2000 套共 16 万平方米的人才
房；

10.休闲景观：建设约16公
里的碧道、滨水公园等亲水景
观，构筑连贯的活力水环，打造
生态、休闲、健身、娱乐为主要功
能的滨水休闲景观带。

香洲区举办南屏科技生态城推介会香洲区举办南屏科技生态城推介会

产城融合谋发展 打造湾区新引擎

采写：本报记者 马涛
摄影：本报记者 赵梓

为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推动南屏科技工业园迭
代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2021年9月14日，香洲
区人民政府在工业园内举办
南屏科技生态城推介会。邀
请园区上百位优秀企业家、
创新创业代表齐聚南屏，推
介《南屏科技生态城概念统
筹规划》《香山人才计划》和
《香洲区关于促进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谋
发展。

香洲区正在抓紧谋划促
进实体产业发展，区委书记
李伟辉表示：面对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会，区委区政府坚
定信念支持实体产业发展，
希望企业家用好《香山人才
计划》和《香洲区关于促进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在引进人才、技术改造、
贷款补贴等方面的利好政
策，让企业发展提速。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自去年
6月启动南屏科技生态城（下简称

“生态城”）开发建设以来，重点项
目建设快马加鞭，竞相投产；旧村
改造建设如火如荼，快速推进；新
建园区道路宽敞通畅，通达四方；
新型创新产业链条加速形成，优势
互补、协同创新……南屏片区焕发
生机活力。

推介会上，香洲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钟闻远从产业创新、扩
容提质、生态治理、交通路网、公服
配套五大维度，向上百名企业代表
详细介绍了《南屏科技生态城概念
统筹规划》（下简称《规划》）。

生态城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
部，总面积45平方公里，是港珠澳
大桥经济带和东部城市滨海带上

的重要节点，地理区位优越。
按照《规划》，生态城将坚持

“以产业发展为支柱，以园区提升
为核心，实现园区提升、旧村更新、
前山河治理、交通建设四位联动”，
建成“生产、生活、生态”高度融合
发展的新城区；坚持高端制造业主
导地位，形成以优势产业为主导，
信创产业前沿布局，现代服务业为
支撑的“3+1+1”产业发展引导体
系；打造成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
力凸显、亩均效益突出的高端园区
标杆。

钟闻远介绍：“从一个‘园’到
一座‘城’的提升，不仅要有生产，
还要有生活配套，在屏东二路和屏
西五路构建的两条产城连接轴，分
别连接园区的生产和品质居住、研

发、办公及生活配套，将整个园区
的生产和生活连接在一起，既有产
又有城。”

生态城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配
套也在同步跟进，将规划新增20
所幼儿园、9所小学、3所初中、1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特殊学校，
覆盖片区内所有居住人口（含企业
员工子女）。扩建1家医院，解决
产业人才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后
顾之忧。

生态文明与宜居宜业宜游是
香洲最亮眼的名片。依据《规划》，
生态城将营造山环水绕的绿色共
享城区。围绕“两山一水”，建设碧
道、滨水公园，建设黑白面将军山、
有髻山两处森林公园；以“水清、堤
固、岸绿、景美”为目标，打造生态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城区。
下一步，将按照“规划引领、联

动开发、产城融合、生态宜居”的发
展思路，3年内投入80亿元，最大
程度提升南屏片区的产业实力、
城市环境、公服配套和整体形
象。将生态城打造成为高端产业
新引擎、产城融合新城区、生态珠
海新窗口。

“这几年来，村里环境卫生越
来越好了。”南屏镇十二村53岁的
村民何执妹亲身感受到了生态城
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近年来，政
府通过对旧村征地拆迁和全面整
治，打造了环境优美的沿河休闲
公园，既提升了城市品质，又为周
边职工及居民营造了宜居宜业的
良好环境。

规划：建设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新城区

产业强则人才聚，人才聚则城
市兴。

8月10日，《珠海市香洲区关于
实施“香山人才计划”促进人才优先
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香山
人才计划》）正式印发，为香洲引才
育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障。

会上，香洲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唐华翠介绍，香洲区将每年安排人
才专项资金，引导人才加速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智造产业、高端
服务产业等集聚，促进人才向龙头

企业、创新型企业、智能制造等六
大产业链企业以及引领未来发展
方向的企业汇集。

香洲区鼓励企业积极申报设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创新实践
基地。对成功建站的企业，按照《珠
海市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实
施办法》的标准配套一次性建站补
贴。同时给予出站后留（来）香洲创
新创业的博士后 50万元住房补
贴。政策的出台将为生态城企业创
新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是人才
关注的重点。根据《香山人才计
划》，香洲区两年内将提供不少于
2000套的人才住房，为各类人才免
费提供人才公寓；探索配建共有产
权房，以优惠条件重点配售给“香山
人才”。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年，生
态城在白沙头片区将建成1000套
人才公寓交付使用。投入12.72亿
元的市妇幼保健院（南院）和10.08
亿元的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新院

区）已建成使用。总投资3.39亿元
的容国团中学、南屏小学将于近期
动工建设。增设17处邻里中心和
2处园区服务中心，建设一批文体
娱乐公服设施，为科技工作者和创
业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唐华翠表示，人才引进对于生
态城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相信“香山人
才计划”的发布，定能为生态城集
聚更多人才，为生态城的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保障：园区今年建成1000套人才公寓投入使用

数 说

《南屏科技生态城概念统筹规划》

白沙头片区是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

南屏科技生态城今年内建成1000套人才公寓交付使用。

建设中的正方·创港将成为主城区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型产业园。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