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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珠海职业教育呈现体系日趋
完整、质量逐步提升、体制不断创新和
规模逐步扩大的良好局面，但还存在适
应性不足的短板，与珠海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不匹配。

建议：增加面向中小学生的职业教
育课程供给，增强职业教育认可度与吸
引力。支持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扩
大办学规模，加快建设珠海职教城。对
接产业需求，提升院校和专业布局的匹
配度。推动产教融合，加强政策扶持，
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办学，建立校企合作
精准育人制度。支持粤港澳职业院校
合作办学，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
流平台。扩大本科职业教育试点范围

与规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
双向沟通，深化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融
合发展。

程因（珠海中华职业教育社）：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15位委员围绕推动珠海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月13日上午，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在珠海度假村酒店举行。陈真、雷震、刘伟东、蒋鹤芃、邹芬芬、陈伟光、颜立新等15位市政协委员，围绕

构建珠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特色金融中心融合共建、推动珠海产业集群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发展天使投资助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促进珠海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珠澳味道，五洲同享”文化名片等全市经济社会中的热点话题登台发言，为珠澳协同
发展、推动珠海高质量发展建真言、献良策。

九届市政协主席陈洪辉，党组书记王开洲，九届市政协领导潘明、曾祥华、张松、陈仁福、黄文忠、彭洪、贺军、颜洪、张宜生在主席台就座。
市委常委郭才武、杨川到会听取委员发言。

统筹：本报记者 莫海晖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郑振华 佘映薇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按照市委、市政府突出民生融合，
深度对接澳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体系，支持配合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
活就业的新家园的要求，建议以合
作区为载体，推动构建珠澳两地基层
社会治理新格局，为促进粤澳深度合
作、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贡献
珠海力量。

建议：完善珠澳法治对接体系，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发展；深化珠澳
社区治理实践，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融
合发展；发挥珠澳社会组织作用，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提升珠澳民
生服务效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谐

发展；加强珠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
置，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安全发展；建立
珠澳合作交流机制，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可持续发展。

陈真（民革珠海市委会）:

构建珠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
见》提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商
贸物流中心、特色金融中心、文化艺
术中心和枢纽型网络化综合交通体
系。现代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科技与金融的和谐共振、深度融合。
因此，聚焦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补齐关键环节的融
资短板，探索科创金融发展新模式，有
利于推动我市加快建成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和特色金融中心。

建议：通过完善科创金融发展体
制机制，加速创新资本形成和有效循
环，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

科技赋能科创金融，推动珠澳两地科
创金融融合互促等举措，着力发展科
创金融，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特
色金融中心融合共建。

雷震（民盟珠海市委会）:

推动区域科创中心和特色金融中心建设
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是构建

珠海现代产业体系、壮大珠海城市能级
量级的最佳途径和重要载体，但目前珠
海产业集群中依然存在着产业链创新
能力不强、产业链不够完整、集群内产
业层次和附加值低等问题和短板。

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全力推进珠
海产业链服务水平，提升产业链政策牵
引力；加强珠海产业链内产业协同，提
升产业链融合力；全力实现产业集群数
字转型，提升产业链科技创新力；围绕
珠海产业链、创新链布局珠海人才链，
提升产业链人才聚集力；主动融入广珠
澳科技创新走廊，以提升产业链区域竞

争力等系统化、科学化的措施来建立适
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珠海产业链体系，
以加快发展珠海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珠
海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刘伟东（民建珠海市委会）：

推动珠海产业集群全链条高质量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是珠海、澳门两地
共有优势。希望珠海通过推动建设

“横琴国际硅岛”，构建以横琴为主，联
动高新区、金湾区、香洲区、斗门区为
辅的“一主四辅”产业空间新格局，扬
珠澳两地所长，创造条件赢得在本轮
大发展中的主动性。

建议：用好市场优势，以需求为硬
核组建“横琴国际硅岛产业联盟”，打
造世界级集成电路设计高地；用好合
作区人才政策，建设国家级海外人才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用好“两制融合”
优势，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全产业链的
整合能力；用好合作区产业政策，“一

主四辅”分工协作，补全产业链供应链
短板；用好合作区发展政策，按市场需
求完善产教融合体系。

蒋鹤芃（民进珠海市委会）：

构建“一主四辅”集成电路产业空间布局

珠海提出，“十四五”期间，在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打印设备等五大领域，打造若干千亿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5年实
现工业增加值倍翻的目标。

建议：加大国企天使投资力度，鼓
励国企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着力在短期“市场失灵”的早期项
目和产业链关键环节中，开展长周期
股权投资，助力优质科创项目在珠海
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得好。设立珠
海天使母基金，加强与专注于科技成
果转化类型的投资机构和拥有丰富早
期科创项目资源、能为珠海攒项目的
投资机构合作。加强市区联动，避免

内卷和恶性竞争。加大对早期科创项
目的培育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在珠海
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明星项目和独角
兽企业。

邹芬芬（农工党珠海市委会）：

发展天使投资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创新人才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和底气。珠海必须发挥创新人才引
擎作用，全面提升珠海现代化国际化经
济特区能级量级。

建议：完善顶层设计，构建新型科
研组织形式，建立新型科技评价体系和
人事薪酬制度，健全完善孵化载体发展
评价体系，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共享
机制，建立良性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以

“产业链”吸引“人才链”。围绕产业链
实施“以投促引”策略，靶向定位、精准
引才。以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为
主体，以产学研合作创新为平台，大力
集聚创新资源，做强人才黏性。建立较

高规格的高层次人才服务机构，优化
“生态圈”，做强留人黏性。

陈伟光（致公党珠海市委会）：

发挥创新人才作用 提升珠海能级量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
重点。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
同富裕，关键一招是农业产业创新，核
心任务是城乡融合发展。近年来，我
市农业农村有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
在产业链条短、一二三产业融合层次
低、集体经济组织活力不足和政策创
新少等问题。

建议：加快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创新引领农业
产业发展。健全乡村产业体系，加快
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生态新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城乡
融合发展样板。优化乡村空间资源配

置，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加大
乡村金融支持力度，为农业产业发展
注入动力。

颜立新（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推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

当前，珠海在珠澳科技创新合作、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大学园区建设等
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如能抓住
香港高校的科技力量，对珠海在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意义
重大而深远。

建议：效仿深圳设立香港高校珠
海虚拟大学园，搭建企业与高校合作
的桥梁。允许香港高校在珠海与现有
大学合作建立大学科技园，鼓励香港
高校的重点实验室、研发机构落户大
学科技园，联合开展高层次科技人员
的培养。鼓励香港高校的科技人员与
珠海重点产业的企业建立联合实验

室，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出台专门针
对香港高校与珠海科技合作的规划、
政策、方案等。

孙毅（台盟珠海市支部）：

推动珠港高校合作 构建国际科创中心
作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

海应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和政
策优势，积极推进和落实珠海文化
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
各项目标任务，积极促进和加快后
疫情时代珠海会展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建议：展会的申办和统筹统一归口
部门管理，营造会展经济发展的良好氛
围和土壤。采用信息化手段打造高效、
快捷的服务通道。鼓励开展线下结合
线上模式，引导会展业向“互联网+”方
向转型。按展会规模实施分级管理，建
立健全应急处置的联动机制。出台有

关促进会展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增进
开办会展的积极性。

李泽峰（珠海市工商联）：

促进珠海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资源是珠海的突出优势，要
以智能化为主攻方向，革故鼎新，以增
量带动存量，促进珠海海洋产业向海
洋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建议：设立市级海洋产业创新基
金，深化大湾区城市海洋旅游协同发
展，打造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完整产
业链，深化建设海洋油气化工产业
基地，推进深水网箱养殖产业化基
地建设，实施“两鱼一虾”项目推动
健康养殖，注重协同创新推动海洋
能源产业发展，提升大湾区海洋协
同创新基础能力，携手港澳开展海洋
产业金融业创新，构建高水平海洋科

技创新平台体系，积极参与共建国际
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田建华（珠海市知联会）：

革故鼎新 促进珠海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大量涌现，这一群体的管理和服
务难度很大。同时，我市技能人才供
给不足，截至2020年底，高技能人才
约14.4万人，距“十四五”规划的25万
人目标还有近10万人的缺口。

建议：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完
善平台型劳动关系法律体系，加强新
业态行业监管监测，加强新型雇佣劳
动社会保障建设，加强维权和消费者
纠纷的调解力度，让广大职工有更多
获得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

高水平打造珠海特色技工教育体系，
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营造技能人才成长环境。

方碧（珠海市总工会）：

进一步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多年来，珠海以美丽时尚独特的景

致备受影视制作团队青睐，每年在珠
海取景的影视剧有数十部。为进一步
提升珠海城市影响力，珠海应更主动、
更规范有序地发挥自身在影视行业中
的优势，通过发展影视事业带动经济
发展。

建议：建设独具特色的珠海现当代
影视拍摄基地，提供设施齐全的现当代
场景，尤其是一般影视剧都会用到的内
景，与国内众多影视拍摄基地实现差异
化；设立旨在为独立制作人或中小成本
电影提供平台的珠海影展，展示和培养

新生的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积极拓展
影视旅游产业链。

裴蓓（珠海市文联）：

发展影视事业带动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是
珠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是珠海产
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必然
要求，有助于促进珠海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建议：一方面，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建立产学研平台、发挥创新
主体的联动作用，开展创新创业引
领行动，深化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
成长计划，鼓励大企业进行产业链
整合。另一方面，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加强产业创新大平台建设，
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同时建设融合组织和融合共同体，
如高水平科技服务联盟、产业跨界融
合组织平台等。

齐延信（珠海市社科联）：

加快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珠澳两地坐拥区位优势和特色食
材，兼容并蓄中西方饮食文明，“粤菜师
傅”民生工程深入开展，也为珠澳餐饮
行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打造

“珠澳味道，五洲同享”文化名片有助于
让珠澳文化形象传播“走出去”。

建议：找准珠澳美食文化的定位，
塑造区域美食文化形象；打造珠澳全
景美食地图，珠澳共同传承、发掘、创
新珠澳经典美食和新派粤菜菜品，高
标准规划打造粤菜美食名街、名店、名
厨、名菜网红群像；筹办珠澳国际美食

节，加大品牌对外宣传力度，积极谋划
申报世界美食之都。

谢丽萌（珠海市侨联）：

打造“珠澳味道，五洲同享”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