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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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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总投资超百亿元的欣
旺达动力电池项目签约落地金湾区，
计划在三灶镇打造一个占地面积近
800亩的动力电池项目，项目完全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动力电池
30GWh的产能，为珠海千亿级新能
源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

欣旺达项目的签约，是金湾区
精准招商成果之一。今年以来，金
湾区秉持“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
展理念，围绕建链、强链、补链目标
开展精准招商，在多个优势产业领

域“主动出击”“精准发力”，实现重
点项目“陆续有来”“多点开花”，助
力打造成为珠江西岸具有重要影响
力、集聚力、带动力的制造业发展中
心。

其中，今年1月签约的新宙邦项
目，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作为全球
锂电池电解液龙头企业，新宙邦的到
来将助力金湾完善新能源锂电池产业
链。根据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
元，将建设半导体化学品与高性能锂
电池电解液的生产研发项目，预计达

产后实现产值超30亿元，打开金湾新
能源产业新赛道。

此外，金湾区集成电路产业也迎
来了生力军——今年1月，锐骏半导
体项目、钧崴精密电子元器件项目相
继签约落地。其中，深圳市锐骏半导
体公司计划在金湾投资超20亿元，计
划打造华南地区最大的先进晶圆后工
序服务公司，建成后将填补金湾区集
成电路产业链空白。

更多招商工作的成果，通过数据
可见一斑——今年以来，金湾区围绕

“产业第一”工作方针，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18个，总投资达271.36亿元，
涵盖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等多个
领域，预计达产后新增产值524.7亿
元。

其中，今年3月新增达汉电子、
优巨新材料、健福制药增资扩产项
目、欣旺达动力电池项目、申威新
材料项目，总投资额 131.5 亿元，预
计达产后新增产值 271 亿元，为金
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点燃高质量招商新引擎 今年总投资已超270亿元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
璐：“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3月29日，西城社区山湖海美之声
艺术团志愿服务队创建成员、2021年金
湾区十佳志愿者程雪梅在家中哼唱着自
己最喜爱的歌曲，剪辑着过往志愿活动
的视频。自从2018年创建美之声艺术
团以来，每一次志愿服务程雪梅都会用
视频记录，目前她已经制作了246条短
视频。

“2014年，我注册成为了志愿者。
2017年，我来到西城社区之后，发现这
里的艺术氛围很浓厚，就想着怎么把艺
术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程雪梅告诉
记者，初到西城社区时，惊讶于党群服
务中心里文艺活动的丰富——社区不
定期举行茶艺、书法、绘画和诗朗诵等
活动，还邀请专业的老师给居民授课。
程雪梅心想：既然爱好文艺的人这么
多，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文艺爱好者们带
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去呢？她立马行
动起来。

“我认识雪梅，就是因为她在小区门
口给艺术团招人。”同住西城社区的退休
教师杜良说，当时程雪梅在小区门口，每
见到一个人都要问一句：“您要不要来我
们艺术团？”就这样，她把当时出入社区
的退休居民问了个遍，将一个以合唱、朗
诵、管弦乐为主，成员平均年龄60岁的
志愿者服务队组建了起来。在此后将近
3年的时间里，程雪梅带领艺术团参加
公益演出200多场次。“艺术团办得越来
越好之后，就有很多像我这样慕名而来
的人，主动要求参加了。”艺术团成员之

一杨博告诉记者，艺术团的人数一度增
加到90余人。

要想把所有人的心都团结在一起，
并非易事。程雪梅知道，光有一句“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她以身作则，成为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人。“每一次演出她都是全程跟进，排练、
布置场地、联系活动主办方，这些我们都
看在眼里。”杨博说，程雪梅的认真负责
是艺术团成员顺利完成每场演出的“定
心丸”。

2020年，艺术团成员孙辛贤逝世。
“悲恸，无以言表。”很长一段时间里，程
雪梅都不断回想起孙辛贤给团员们上乐
理课的情景，直到2021年，她意识到，应
该将这位伙伴生前的坚强意志延续下
去，她说：“孙老先生虽然仙逝，但他和民
族乐团一起演绎过的近50首歌永远在
我们的记忆中。”程雪梅带领艺术团制作
音频视频节目，庆祝建党100周年，并且
以“一封家书”、世界读书日和声援抗疫
一线工作人员为主题，组织线上诵读活
动，艺术团有了新的活力。

“我觉得艺术是照亮人心的一盏灯，
不仅可以让自己改变心情，还可以感染
他人。”现在，程雪梅肩负起了一项新的

“使命”，陪伴小孙女的成长，不再是艺术
团活动的组织者，但她说：“艺术团里有
我信任的好伙伴，有为艺术团服务近千
小时的指挥老师李杭、身体病痛之时坚
持和乐团一起唱歌的董国星、不断帮艺
术团拓展活动范围的段兰娟……只要他
们需要我，我就会与他们并肩，让艺术照
亮人生。”

金湾区十佳志愿者程雪梅：

用艺术照亮人生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3月 29
日，记者从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了解到，
金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将启动招新程
序，吸纳更多区内青年企业家加入，为实
现“产业第一”发展目标贡献更多青年力
量。

金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是共青团金
湾区委领导下，以金湾区优秀青年企业
家为主体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以共
青团为主要力量的联系、服务青年企业
家的桥梁和纽带。协会秉承培育人才、

创造商机、扩大交流、服务社会的宗旨，
围绕“产业第一”工作总抓手，促进辖区
内青年企业家的沟通互动和对外交流，
致力于为青年企业家提供综合、多元、有
效的服务平台。

目前，该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提供
专业的资源配套服务，其中包括对接政
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资源，服务青年企业
家创新发展，提供在政策、法律、信息、技
术、金融、人才等方面的服务，打造青年
企业家交流、展示、合作平台。

金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招新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金湾区生
物医药产业再添新动能。3月29日，珠
海健福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福制
药”）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三灶镇举行，
该公司将从事肾病、肝病、危重病等专科
药和生物创新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

当前，金湾区正坚持“工业立区、智
造强区”发展战略，快速构建规模体量更
壮大、产业结构更优化、竞争优势更明显
的“5+2+N”现代产业体系，生物医药是
其中重要产业集群。健帆集团是根植于
珠海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血液净化领域
的龙头企业。此次开工的健福制药项

目，正是由健帆集团初始创业者们联合
健帆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将为金湾区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健帆集团正积极进行以珠海为中
心的产业战略布局，着力打造肾病肝病
医疗全产业链，而健福制药就是其中的
关键环节。”健福制药主要投资人、健帆
集团董事雷雯介绍，健福制药项目占地
130亩，总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计划
投资15亿元，将建设现代化的药品研发
综合办公楼及多栋配置各类先进制药设
备的生产楼，布置多条高端智能化生产
线、原辅料库、高架立体成品库等，致力
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制药企业。

金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再添新动能

健福制药项目开工
预计年产值50亿元

珠海健福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效果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程雪梅在志愿
服务站进行志愿服
务。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吹响产业强区冲锋号
勾勒跨越发展路线图

金湾区加快打造全市“产业第一”主阵地
红日初升，朝气蓬勃。在金湾区

的各大产业园区、在建重大产业项目
内，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发展势
头，昭示着未来珠海产业中心的光明
前景——今年以来，欣旺达、新宙邦、
锐骏半导体等一系列优质项目相继
落地金湾，高景太阳能二期、纳思达
产业园等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在即，为
金湾区加快打造全市“产业第一”主
阵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发展的活力，源于锚定未来
的底气。20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
珠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
“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
生为要”工作总抓手。作为珠海主要
工业聚集区之一的金湾区，迅速吹响
产业强区冲锋号。

今年以来，金湾区相继出台“产
业第一”相关工作实施意见、“拿地即
开工”改革试点方案等文件，将坚持
“工业立区，智造强区”目标摆在更为
突出位置，勾勒“5+2+N”现代产业
体系跨越式发展路线图，设立“十四
五”期间全区工业倍增时间表，为珠
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贡献金湾产业
力量。

金湾中兴智能汽车制造基地。

三灶科技工业园。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3月15日，《金湾区（开发区）产
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试点
方案》正式印发，探索投资项目报建
审批事项改革，推动重点投资建设
项目“边审边批”“先建后验”，以达
到项目快落地、快建成、快投产的目
标。

3月16日，《金湾区（开发区）关
于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王”的实
施意见》正式印发，计划成立金湾区
（开发区）投资促进委员会，设立重
点项目挂图作战总指挥部，汇聚全

区各领域发展资源，统筹推进产业
建设工作。

这些政策结合项目落地、职能转
变、配套建设等发展要素，进行了精心
细致地设计。未来，金湾区将强化

“7＋3＋1”产业园区规划布局，搭建
“谋划策划一批、储备推介一批、招商
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
批”良性产业发展格局。

制度赋能发展，政策助力跨越。
金湾区一系列密集而精准的“大动
作”，不仅“开足马力”促进更多优质

项目加速落地，也充分昭示了金湾区
走好、走稳、走宽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的决心与意志。

目前，《金湾区转贷专项扶持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聚焦金
融扶持、企业信贷、产业促进的政策
落地实施，将破解企业发展上升期
资金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将有助
于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并挂牌上市，
为“产业第一”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
撑。

值得关注的是，金湾区近日还印

发了《金湾区（开发区）“十四五”期间
工业倍增计划工作方案》（下称“工作
方案”），用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
高质量发展，描绘出一道路线清晰、方
向明确的路线图。

根据《工作方案》，2025年金湾区
将力争实现工业总产值达4000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1000亿元，工
业企业达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900家，建设成为珠海工业发展的主
阵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要增长极。

制定跨越式发展路线图 产业新政密集出台

3月24日，2022年金湾区直机关
联系服务企业“直通车”启动，将惠企
助企政策送上门的同时，及时掌握企
业遇到的困难和实际诉求。今年，金
湾区57个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将各联
系 15 家至 20 家企业，完成区内共
1084家20人以上企业的走访。

这样的行动并非偶然。今年以
来，反复波动的疫情形势，为金湾区
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成为金湾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必答题”。

群众有所望，金湾有所为。今年
以来，金湾区多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层层落实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
工作要求，全面扎牢疫情防控“安全
网”，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正常运转、
产业高效发展，带来更多的信心和期
待。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角。疫情
当前，暖心惠企，金湾区在行动。金湾
区工商联接连举办了健康行业人才交

流合作座谈会，牵线区内企业与高校
结对合作交流。同时，牵头成立专精
特新企业培优联盟，推动区内中小企
业加强创新，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保障。汇聚
智力，凝聚动力，金湾区在实践。2月
24日，共青团珠海市金湾区委员会发
布2022年“青春建功·产业第一”倡议
书及行动方案，鼓励更多青年人才投
身产业建设大潮，引发社会各界强烈
反响。

改革，是产业发展的动能。改革

驱动，赋能产业，金湾区在谋划。近日，
《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深
化改革2022年工作要点》列出18项

“产业第一”改革攻坚战任务，以及7项
“放管服”改革任务，成为加快打造珠海
“产业第一”主阵地的生动实践。

一系列工作的成效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今年1-2月，金湾区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63.14亿元，同比
增长 6.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7.29，同比增长8.1%，全区经济发展
实现稳中求进的预定目标。

做好“双统筹”产业发展稳中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