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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踏入2022年，金湾区在教育、医
疗等民生领域迎来了新年新气象。

1月6日，金湾区人民政府与珠
海市第一中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书。珠海一中金湾附属学校落成后，
将在金湾区滨海商务区内为金湾区
提供2280个中小学学位。

1月10日，金湾区小林医院正式
揭牌运营，该院按照一级综合医院标准
建设，编制床位80张。目前，金湾区小
林医院已开设急诊科、内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等科室，后期将逐步开设眼耳
鼻喉科、中医科、皮肤科等科室，并根据
本地居民实际需求逐步开放住院部。

民生民意，念兹在兹。一座幸福
之城，必有鲜明的民生底色。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金湾区从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
发，集中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用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向群众交出了
一份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好学、看好病。

仅过去一年来，金湾区加大公办
学位供给力度，5所公办幼儿园和3
所公办中小学投入使用，增加公办幼
儿园学位2160个、公办中小学学位
5640个。成功引进珠海市第一中学
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跨区流动。相继建成投运全
市首家公立精神康复医院、首家区级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站和长者饭堂实现全区各村居
全覆盖。

当前，金湾区已有医疗机构176
家，卫生技术人员2278人，全区每千
人床位数4.03张，初步构建了“15分
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了区、
镇、村三级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医疗
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居民就诊“大病
不出区，小病不出镇”的分级诊疗机
制。

政府工作报告对学校建设投资
倍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东西
部均衡布局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
是今后金湾区努力的方向。

今后五年，金湾区在教育、医疗
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然脚步坚毅，
斗志昂扬——根据计划，金湾将持续
巩固学前教育“5080”攻坚成果，新增
幼儿园23所，确保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稳定在100%以上。加强基础教育
公办学位供给，新建扩建小学9所、
初中6所以上，新增公办学位2.6万
个。稳步推进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
二期、市第五人民医院二期、区疾控
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尽快启用三灶镇
卫生院综合住院楼，加快推进省人民
医院珠海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重点
学科建设，力争五年内建成一家三级
医院。

此外，金湾区将稳步推进住房保
障工作，2022年计划移交配建住房
1737套，并开工金湾区公共租赁住房
及人才公寓项目，让广大在珠海的年
轻人、产业工人、新市民“有业有住有
家”，在珠海安居乐业，以珠海为家。

民生为要

把民生实事办好做实
谱写民生事业新篇章

金湾区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谋新篇 推动产业城市交通大发展

拓展珠海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2022年1月12日，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志豪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份催人奋进、
温暖人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东、
西“双城”架构，支持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力
争五年内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翻番。

“双城”架构，毫无疑问是2022年珠海市
“两会”的热频词汇之一，作为珠海城市西拓的
主空间，金湾区如何把握当前的黄金战略机
遇，实现跨越发展、区域腾飞，从而更好地为西
部地区乃至珠海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内容翔实，思路清
晰。特别是在如何面对当前的发展机遇上，
报告也进一步清晰了工作方向和目标，都是
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的内容。”会议
期间，市人大代表、金湾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湾区将认真
贯彻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要求，加快
步伐、接续奋斗，在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
业协同、功能互补的同时，做好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交通提升，为珠海加快
构建东、西“双城”架构，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走进位于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
的高景50GW大尺寸太阳能硅片生产
基地，眼前一片忙碌的现代化生产场
景：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正保持高速
运转，以日产百万件的速度打磨出一
片片薄如蝉翼的大尺寸单晶硅片。这
些代表着行业顶级品质的太阳能硅
片，将从金湾的生产基地运送至下游
产业链的光伏产品企业，制成光伏发
电的关键原件，助力全国新能源行业
稳步发展。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投资170亿
元的高景大硅片项目在金湾建成投
产，作为过去一年全市新签约重点产
业“百亿级项目”首先亮相。

从2021年 1月 29日高景50GW
大尺寸单晶硅片生产基地正式动工建
设，在当年6月18日成功试生产出第
一张大尺寸硅片。140天，项目从0到
1，刷新了行业记录。

高景太阳能落地金湾并在此快速
发展，背后离不开金湾区对锚定重点
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
初心的遵循。而随着一批先进制造项
目在金湾落地，金湾也将成为推动珠
海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与实体经
济的重要增长极。

实体经济，是金湾立区之本，也是
金湾区推进改革开放迈向深入的关键
一招。回望金湾建区以来走过的旅
程，从一片滩涂到产业之城的蜕变，给
人以启迪：产业发展始终深蕴着经济
腾飞的澎湃动能，而产业得以发展在
于抓住机遇，今后实现金湾产业中心
的目标，仍在于抓住机遇。

当前，珠海正处于实施“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期，珠海通过四
十余载不懈奋斗厚积的势能正在源源
不断转变成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
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和自由贸易片区“四区”叠加，港珠澳
大桥“一桥”飞架，一系列重大机遇互
为促进、互为推动、互为彰显，释放出
强大的发展潜力。这同样都是当前推
进金湾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机遇，必须
牢牢把握、充分利用。

金湾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
水之隔，两地在产业协同、功能互补方
面大有可为。

在产业协同方面，金湾区与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生物医药、商
贸物流等产业领域有非常好的互
补，接下来将加强对接合作，推动港
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区域落户金
湾，将金湾打造成为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产业配套支撑地。在功能互补
上，金湾区将发挥“双港”功能，支持
珠海机场加强与港澳机场合作，推动
港澳资本参与机场、港口开发建设和

投资运营，共同壮大大湾区现代物
流产业规模。

乘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金湾人前进的
步履片刻不停，金湾区正在擘画更宏
大的蓝图，推动园区提质增效扩容，奋
力培育现代产业新引擎——

金湾区将以工业企业倍增计划为
牵引，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打印设备五大全市千亿
级产业集群，航空航天和海洋经济两
大特色产业和国家、省、市鼓励发展的
战略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构建
金湾“5+2+N”现代产业体系，力争
2022年新签约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0
个，投资总额突破300亿元。到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十四五”
规划提出的2000亿元目标，占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三分之一，成为珠海
的产业中心。

产业第一

借力合作区发展机遇 大步迈向“产业中心”

2022年新年首日，阳光和煦、海天
一色。在连接横琴西北角与金湾航空
新城东海岸的洪鹤大桥上，车流如
织。晨风吹拂着金湾区西南端的亿吨
大港高栏港区，塔吊林立的码头已经
繁忙起来：轮船进港出港，吊机装货卸
货，运输车排队来往络绎不绝。而在
东南端，金湾机场往来全国各地的航
班发出阵阵轰鸣，成为展示“青春之
城、活力之都”的重要窗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集
空港、海港、高铁、高速、口岸于一体
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积极参与

“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织密内联外
拓的高快速路网，在市内形成“轨道
环线”“快速环线”，构建全市域15分
钟上高速、1小时通达深港的快速交
通体系。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金湾建区
二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与交通建设的
成就息息相关，而金湾未来更大的发

展，同样离不开四通八达的交通助力。
眼下，位处对接港澳“向西第一

站”，占据粤港澳大湾区承东启西枢纽
位置、延揽粤西乃至大西南广阔腹地
的金湾区正在从曾经一度是事实上的

“交通末梢”逐步转向中心枢纽。
作为珠海“一核一极双中心多组

团”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金
湾区本就有着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
全国沿海主枢纽港之一和珠江口西岸
唯一的深水港——高栏港，以及珠江
口西岸唯一的“千万级”民航机场——
珠海机场均位于金湾区辖内，海运、空
运战略优势凸显，这让金湾区成为全
市乃至整个大湾区承东启西的重要交
通枢纽的底气更足了。

围绕港口和机场的“双港”枢纽以
及综合保税区，金湾区将把握全市探
索推进大桥经济区建设契机，适度超
前推进“双港、一区”大建设大开发，加
快完成高栏港综保区封关验收，推动

高栏港15万吨级粮食码头、集装箱码
头三期、港弘码头二期等一批深水泊
位、深水航道、防风锚地和疏港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江海、海铁、海公、海
空、管道等多式联运体系。全力配合
做好机场改扩建、机场综合交通枢纽
和空港国际智慧物流园建设，支持机
场国际口岸开放、国际航线开通，全面
拓展金湾区发展纵深。

从“双港、一区”联动发展这一缩
影中，我们不难看出未来五年这片区
域的交通大发展——全面融入珠海

“南联、西拓、东接、北进、中优”战略布
局，推动“一心、两港、四铁、四横六纵”
交通格局成熟定型，金湾区正加快打
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枢纽。

其中，“一心”是金湾区综合交通
枢纽；“双港”指珠海金湾机场和高栏
港；“四铁”包括高铁、城际、普通铁路
等多层次轨道；“四横六纵”包含横向
的香海大桥及西延线、珠海大道、鹤港

高速、金海大桥-金港大桥，纵向的高
栏港高速、高栏港快线、机场高速、机
场北路、机场东路、江珠高速等高快速
通道。

“金湾区是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
海港、空港和综合保税区的县区。这
三个区域距离并不远，我们想通过交
通的提升、机制的融合，实现这三个资
源要素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刘军表
示，接下来还将谋划推动金港大桥等
一批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交通
基础设施串珠成链，把这三个资源要
素有机融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协同作
用。

可以想象到，随着一系列交通项
目的加快推进，对外主线贯通、对内循
环畅通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将逐步完
善，金湾将彻底从过去的交通末梢转
变成延伸港澳、辐射粤西、通达全国的
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大踏步迈向世界
级大湾区舞台中心。

交通提升

打造立体交通新格局 勾勒交通中心新蓝图

2001年4月，国务院一纸批文让
珠海西南部这块区域有了个响亮的名
字——金湾。金湾，如同它的名字一
样，是金色港湾。

如今，这片金色港湾面对市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东、西‘双
城’架构”的新机遇、新使命，城市建设
该怎么发力，才能为珠海高质量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化经济特区提供有力支撑、贡献新的
更大力量？

推动城市建设提质提速，完善城
市功能配套，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就是
金湾前行的方向。

每天晚上，金湾航空新城中心湖
喷泉，优雅的水柱腾空而起，在空中呈

现壮丽的“水幕”影像，展现出一幅幸
福新城图景。环顾中心湖喷泉的周
边，航空新城核心区焕发出新的面
貌。在东南侧，金湾区“四大中心”中
的市民服务中心、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区图书馆、区档案馆）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在西侧，珠海西部地区最大的商
业综合体金湾华发商都已于2021年秋
正式开业;在北侧，金湾区国际商务中
心即将建成;南侧将建成金湾区首个
集高端食宿、休闲、商业为一体的五星
级酒店。

此外，坐落在中心湖核心区域的
金湾区市民艺术中心“候鸟飞翔”的外
观设计正式成形，已进入最后的施工
阶段，整个中心将于明年中旬建成。

该艺术中心由著名设计师扎哈倾力打
造，将与中心湖其它设施形成联动，为
金湾市民创造休闲、娱乐、文化、服务
一体化的城市生活享受。

从白纸作画到高楼座座，航空新
城的崛起只是金湾推动城市建设提质
提速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正结合自身
发展优势和发展资源，全面拉开新一
轮产城融合建设大幕，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城市新标杆，将立足“两带两
心、双港四片”的城镇发展空间格
局，以面向未来、适度超前的思路科
学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
总体规划，推动城市功能重塑、品质
提升、景观优化，拉开高品质的城市

框架。
在新城开发方面，金湾区将高起

点规划、建设、管理航空新城（C片区、
B片区和南拓区）、滨海商务区、平沙新
城三大城区，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将航空新
城、滨海商务区打造为金湾的城市主
中心，平沙新城打造为金湾的城市副
中心。

在四镇产城融合发展方面，金湾
将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城聚
人，加快推进四镇产城融合，不断完善
镇域公共配套，走好“产城人文”融合
提升新路子，打造兼具产业优势、民生
温度和山水气度的城乡空间组团，让
四镇发展各美其美、相得益彰。

城市跨越

打造宜居幸福样板城 映照未来城市新中心

航空新城核心区。

高景50GW大尺寸太阳能硅片生产基地。

鹤港高速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