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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双区”建
设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广东的重要使
命。4月1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双区”建设专场新闻发布
会，介绍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突出成
果。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湾区
办）主任郑人豪表示，当前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发展建设稳步推进，而且取
得非常明显的突破性成效。

“横琴是习近平总书记一手缔造
的改革开放典范，总书记亲自谋划、部
署、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赋
予广东新的重大机遇、重大使命。”郑
人豪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要求，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
管共享的新体制，建立合作区管理委
员会、执行委员会、广东省委和省政府
派出机构的管理架构，这是史无前例
的重大改革。去年9月合作区挂牌成
立，至今已召开2次管委会会议、12

次执委会会议，制定出台管委会工作
规则、执委会议事规则、执委会主要职
责工作机构和人员额度等重要规章制
度。

“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管理
机制已经建立，而且运行良好。”郑人
豪表示，合作区“1+1+1+N”政策框架
体系正稳步构建，第一个“1”即合作
区条例，目前粤澳双方正在共同争取
中央相关立法部门尽快制定该条例；
第二个“1”即实施方案，已经制定出
台；第三个“1”即总体发展规划，目前
已形成文本初稿；“N”即相关配套政
策，个人所得税15%优惠政策已于今
年1月1日开始实施，境内外高端人
才和紧缺人才清单及管理办法等配套
政策正抓紧制定，鼓励类产业目录、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放宽市场准入特
别措施等重点政策制定顺利推进。

郑人豪强调，合作区建设要始终
牢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

心，把握“四新”战略定位和“四新”重
点任务，立足“吸引新澳企、壮大新澳
资”，积极引进更多具有粤澳特色、根
植性强、带动力强的产业项目落地，不
断夯实横琴发展的产业基础。“在编制
鼓励类产业目录的时候需要非常慎
重，全面考虑澳门产业、民生和就业方
方面面的需要，共同来把允许进入的
产业从一开始就尽可能编制完善。”郑
人豪表示。

去年12月6日，粤澳半导体基金
项目、空客直升机中国总部项目、横琴
中药新药技术创新中心等首批13个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形成合作区
加快建设的示范效应。合作区推出商
事登记跨境通办服务，澳门企业足不
出户即可落户合作区，自揭牌以来新
设立澳资企业253家，累计4771家，
澳资企业参与合作区建设热情高涨。
合作区拥有各类国家级、省级科技创
新平台达20家。

聚焦澳门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民生问题，合作区也全力推进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营造趋同澳
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澳门居民在
合作区生活就业更加便利。全国首
个港澳建筑工程和专业人士跨境备
案系统2021年正式启用，截至2021
年年底，累计63家港澳企业和324名
专业人士获跨境执业资格。另外，截
至2021年年底，澳门居民累计办理居
住证8679人、购置各类物业7426套，
澳门机动车入出合作区配额总量增加
至1万辆；2021年全年超5.3万人次澳
门居民在横琴就医；优质教育资源不
断投入使用，新增各类学位4100个。

此外，合作区实行货物“一线”放
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政策，人
员进出高度便利，目前，广东正全力配
合海关总署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加快
建设“一线”口岸和“二线”通关基础设
施，力争年底具备封关运作条件。

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管理机制运行良好

力争年底具备封关运作条件

新华社广州4月19日电 记者19
日从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25家企
业进入世界500强。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湾区
办）主任郑人豪在发布会上介绍，近
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
显著成效，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1年大

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7年增长约2.4万亿元人民币；
进入世界500强企业25家，比2017
年增加8家；广东省现有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6万家，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粤
港澳大湾区，比2017年净增加2万多
家。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
澳合作更加深入，三地民众获得感更
加充实。

郑人豪说，中央先后于2018年

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2019 年出台支持深圳建设先
行示范区的意见，2020年出台深圳
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1年出
台建设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的方
案。“大家可以感受到，可以说一年
一个政策平台、一年一个利好，这
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少有
的。”

他介绍，近些年，粤港澳共同推

进大湾区合作发展建设，在协同创
新、“湾区通”工程、民生合作、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双城联动”等六方面取得阶段性显
著成效。其中，在协同创新方面，广
东正以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为重点，推动创新载体沿广深
港、广珠澳“两廊”和深圳河套、珠海
横琴“两点”布局，推进创新载体不断
发展。

2021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4月19日
上午，由知名医药企业联邦制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制药”）全资控
股成立的联邦生物科技（横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邦生物”）在粤澳合作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开业，联邦制药生物药品研
发总部基地也正式在合作区“安家”。联
邦生物的落地，将对合作区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联邦制药是中国医药
工业百强企业、香港上市公司，自1990
年成立至今，已拥有6家生产基地及专
业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研发中心，产
品涵盖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刚
刚在合作区开业的联邦生物是联邦制
药的全资子公司，也是联邦制药的生物
医药研发总部。

目前，联邦生物在粤澳合作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租赁场地约2000平方米（含
实验室），研发投入超2亿元，已初步建
立完善的糖尿病生物制品生产管线及多
肽药物开发技术平台，并将逐步介入寡
核苷酸药物和生物疫苗的创新开发。未
来，联邦生物将在合作区持续投入研发
资金超15亿元，预计今年年底将有近百
人在横琴实际办公。

据联邦生物总经理曹春来介绍，目
前，联邦生物已在创新药物领域进行了积
极布局。4月15日，联邦生物申请的第
一个项目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通过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预审评。接下来，索玛
鲁肽注射液和德谷胰岛素利拉鲁肽注射
液年内也将提交注册申请。主打体重管
理和精准控糖的一类创新药物——三激
动注射剂也进入了安全性评价阶段，将在

明年年初进行中美双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要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大
医药产业的招商力度，是合作区经济发展
局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而
联邦生物的落地，将对合作区生物医药产
业的发展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合作区经
济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曹春来告诉记者，此前，横琴已出
台了针对性强、扶持力度大的支持粤澳
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的专项措
施，涵盖了设备购置、国医大师及名中
医团队入驻、使用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
务平台等补贴支持。目前，合作区注册
医药健康企业已超4000家，涉及新药
研发、生物医药、医疗服务、药品贸易、
大健康等领域。

联邦生物所在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首个
落地的项目，是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
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琴澳两地发展医
药健康产业的主阵地。目前，产业园内注
册企业已有220家（其中通过产业园平台
培育的澳门企业 54 家，占注册企业的
24.5%），涉及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医
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等领域，产业
聚集效应初显。

据悉，近期合作区还将推动出台支
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
进一步增强创新药与改良型新药研发、
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中药研发等环
节扶持力度，并鼓励中医药（天然药物）
的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具有中医药特色
的产品研发，促进粤澳产业合作提升和
产业创新转化。

以“城”促“产”进行时：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谷

作为合作区重点项目，横琴科学
城用地面积69.8万平方米，总规划计
容面积约250.69万平方米，分三期建
设，拟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资源
聚集中心，科研产业人流、物流及信息
流的高速运转通道。

横琴科学城采用“一城，两翼，三
谷”的规划体系，“两翼”指一期项目以
居住及商业配套服务为主的住宅集
群，“三谷”则分别对应二、三期项目建
设的人工智能谷、科技创新谷和生物
医药谷。

二期项目位于合作区厚朴道东
侧、百合路南侧、环岛西路西侧、胜洲
三路北侧。二期项目是“三谷”体系中
的人工智能谷及科技创新谷，重点发
展集成电路设计、5G、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产业，引进国外

先进的投资、经营、管理模式，建成一
个高绿化覆盖率、生态友好的垂直花
园式科技园区。

项目共有27栋楼，规划建设层数
为5-41层、地下2层，含9栋超高层
建筑，分为12个区建设。项目包含两
栋租赁型普通宿舍及一栋专家公寓，
其中普通宿舍超1200套，每户面积在
30-80平方米之间；专家公寓近140
套，每户面积在30-210平方米之间。

“园区主要面向中大型、成长型高
新技术企业和精英产业人群，配套餐
厅、健身房及部分休闲商业，满足产业
人群一站式工作、休闲、生活需求。”横
琴科学城（二期）项目副总监李胜江向
记者介绍，二期项目规划形成以科创
会展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信息交流为
主导，兼具居住、商业服务、生活功能
的特色园区。

“项目的规划设计旨在为人们创
造增进交流、启发创新的开放空间，提

供生态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打造
富有时代和科技感的建筑形象。”李胜
江说。

项目建设不停步：安全与管
理两手抓

走进项目现场，爬架组装、钢筋绑
扎等作业正在有序进行，切割声、锤打
声、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由近及远的
十余栋塔楼正同步施工。李胜江告诉
记者：“建筑密度大给现场的施工安
排、场地布置、人员配置都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对于安全管理和质量把控也
提出了要求。”

为保障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工作有序开展,项目部组织参建单位
积极研讨，确定塔吊的布置、加工厂的
安排，每一个环节的方案都经过事前
模拟和多次调整，设计、工程等多个业
务线条默契配合。

“工地一侧部分区域已经进入地

上主体结构施工，另一侧有区域正在
推进地下室结构施工，还有的区域正
在完成最后的土方清运，为后续工作
打开工作面。”李胜江介绍，现场有近
1400名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忙
碌，地上地下协同施工，塔吊机械一刻
不停。

“目前施工现场至少需要约
2000名工人，高峰期需约4000人。”
李胜江说，“但由于疫情防控要求，
项目劳动力投入严重受限。”为解决
用工需求，项目部积极在本省及外
省挖掘劳动力资源，并租赁临时住
房对外省工人进行健康监测，满期
后入场施工。

“目前项目有7个区域进入了地
上主体结构施工的高峰期，其中包
括4栋超高层塔楼。下半年预计有
6栋塔楼主体结构陆续封顶。”李胜
江说，整个项目预计于2025年下半
年建成。

沿着横琴厚朴道向东驱车行
驶，可见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工
地竖起一座座塔吊，一座“小城”呈
现在眼前——占地面积约 21.9
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99.8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 130
万平方米的高新技术产业谷已初
现雏形。

今年3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印发《关于下达广东省2022年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由珠海
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横琴科学城（二期）被列入重点项
目，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近日，记
者从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部获
悉，该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
工，今年计划完成6亿元投资。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横琴科学城二期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高新技术产业谷初现雏形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陈子
怡报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
社区举办“AED布局与使用”资讯分享培
训会。会议邀请澳门迈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高级急救员马啸到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为居民介绍AED的工作原理
和使用方法，并解答居民疑问。

据了解，AED全名为自动体外心脏
除颤仪，是一种便携式医疗设备，能够
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通过电击除颤
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近年来多次出现在
猝死事件的报道当中，被誉为“救命神
器”。

资讯分享培训会上，马啸向社区居民
介绍了AED的内部组成、工作原理和使
用方法，以及“AED无障碍出行”微信小
程序。该微信小程序在紧急情况下，可以

用于寻找距离事发现场最近的AED。
“打开包装，取出电极片，将电极片分

别贴在患者胸前右上方和左侧……”活动
现场，马啸模拟了突发情况下呼叫救援、
获取AED的步骤和方法，之后根据AED
医疗设备的语音提示，为居民作出示范，
强调在AED医疗设备放电时，救助者不
能触碰患者，放电结束后才可以接触。

马啸表示，作为非医务专业人员也可
使用的急救设备，AED在生死攸关之际
屡显神威，其作用与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
的重视，然而，在城市的公共场所，AED
的“数量”和“能量”还远远不够。“我们应
该加快AED投放速度，同时也要加强科
普，提升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消解民众
不敢用、不敢救的顾虑，让‘救命神器’真
正‘救命’。”

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联邦制药生物药品研发总部基地
落地合作区
将发挥龙头作用 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联邦生物寡核苷酸药物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袁天晓 摄

帮助居民用好“救命神器”
莲花社区举办“AED布局与使用”培训会

马啸指导小朋友使用AED医疗设备。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张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