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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开局良好“5+2+
N”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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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基地的一期厂房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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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金湾高景太阳能实现营收27.83亿
元，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
年盈利”的目标，硅片产量居行业第7
名。而到今年一季度，这一排名已上
升至行业第5。

金湾高景强劲的发展势头，正
是金湾前两个月工业生产情况的
缩影。最新数据显示，1-2月，金湾
全区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63.14
亿元，同比增长 6.6%；实现规上工
业增加值 87.29 亿元，同比增长
8.1%。

今年以来，金湾区相继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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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摆
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勾勒“5+2+N”现
代产业体系跨越式发展的“路线图”，
设立“十四五”期间全区工业倍增“时
间表”。

“5+2+N”现代产业体系指以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打印设
备、集成电路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主
阵地，以通用飞机研发制造为重点的
航空航天产业和以海洋装备制造为
重点的海洋经济。

今年开年以来，“5+2+N”产业集
群持续壮大。1-2月，金湾区五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生物医药、新材料、新
能源、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分别
实现增加值11.88亿元、25.67亿元、
6.64亿元、1.35亿元、1.27亿元；两大
优势产业集群临空装备、临海装备
（船舶与海洋装备制造）分别实现增
加值0.26亿元、2.17亿元；传统优势
产业清洁能源、智能家电、电子信息
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21.43 亿元、
2.87亿元、3.52亿元。先进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实现

增加值49.02亿元、20.68亿元、16.75
亿元。

其中，临空装备产业增长迅猛，
同比增长663.1%；新能源产业、集成
电路产业、新材料产业、临海装备产
业 分 别 增 长 124.4% 、109.5% 、
13.9%、13.4%。

外贸发展信心足 市场销售
好于预期

尽管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市
场竞争加剧、国际局势动荡、新冠肺
炎疫情反弹等因素影响，但今年前两
个月，金湾区外贸仍交出了一份不错
的成绩单。

据统计，今年1-2月，金湾区累
计实现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22.40
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出口额
71.42亿元，同比增长28.7%。金湾
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量6个，同比
增长20.0%，累计完成实际吸收外商
直接投资额5577万美元，同比增长
116.1%。

今年前两个月，金湾区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较强韧性，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8.8%。从投资领
域来看，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5.4%，
占全市工业投资的41.3%；技改投资
同比增长140.7%，占全市技改投资
的46.3%；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0.6%，占全市装备制造业投资的
29.6%；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33.9%，占全市基础设施投资的
32.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40.5%，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56.0%。

财政收支保持平稳。今年前两
个月，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7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5 亿元。其中，9 项民生支出达
5.5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3.8%。

在春节消费的带动下，市场销
售逐步回暖，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今年1-2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0.46 亿元，同比增长 21.2%，
增速位居全市各区第一。线上消费
活跃度提高，全区限额以上单位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412.7%。

□本报记者 蒋毅槿 见习记者 金璐

“藤山一路地势低洼，去年水淹最严
重的是中心市场，今年要提前布置临时泵
站做好准备。”4月20日，藤山社区党委
书记刘彬在心里盘算着今年汛期的强排
计划。自从2020年开始担任藤山社区书
记，汛期防涝就成了刘彬每年夏季来临时
的工作重点。

刘彬说，2011年，他刚到红旗镇工作
时，藤山一路还没有特别严重的水淹情
况。但随着周边居民区和商业区的“拔地
而起”，藤山一路的地势相较于其他地区
越来越低。每逢雨季，积水就汇集在一条
街上，无法流入其他排水渠。“前年最严
重，许多临街的商铺都受灾了，那时的水
淹到了我的胸口。”刘彬说，为了解决这一
安全隐患，社区开始修建临时泵站。

泵站的使用非常复杂，藤山社区23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刘彬在内的3人完全
掌握了安全使用泵站强排的技术。因此，
刘彬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选择在汛期轮
流值守，随时待命。“因为斗门区和我们相
连的地方仍在开发建设当中，泵站强排出
来往北面的水路迂回曲折，只能经过两次

中转再把水最终排入幸福河里去。幸好
有刘书记给我们带头，他不怕困难和麻烦
冲锋在前，我们也更有动力。”刘彬的同事
谢鹤鸣告诉记者。现在，逢雨必淹的藤山
一路已经一年没有出现过水浸情况，这一
临时泵站也为今后可能出现水浸的街道
提供了解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除了地势低洼，藤山社
区还有一个特点——多老旧小区。为此，
刘彬常常到社区的各个小区实地考察，并
和居民交流各小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
次，刘彬在新桥街6号看到，15栋老旧楼
宇的每个楼梯拐弯处都有一个窗口，既没
有玻璃也没有安全网，只有一米高的砖砌
护栏，成为了小孩子在楼梯间玩耍时的安
全隐患。刘彬便快速安排工作人员入户
征询每户业主的意见，在征求户主们的意
见后，将护栏安装作为“民生微实事”立
项，加装了40公分不锈钢护栏。据了解，

“民生微实事”项目开展以来，藤山社区共
收集项目47个，落实40个。

“其实不管大家叫我什么，是‘治水
书记’还是‘最美金湾人’，我首先都是一
名基层工作者，我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尽
快把60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的工
作做好。”刘彬告诉记者，社区内共有
1285名60岁以上长者，已有1152名接
种了至少一针新冠疫苗，“剩下许多长者
在多次健康检查之后仍有疑虑，还需要
社区多做工作。”

“最美金湾人”基层工作者代表刘彬：

白藤山下的“治水书记”

刘彬（右一）入户了解长者接种新冠疫苗情况。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蒋毅槿

“有事就找张书记！”是南水镇沙白石
村村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张申权是
沙白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但他还
有一个身份——金湾区人大代表。当了
代表为人民，张申权就是这样一位心里时
时装着群众，事事为了群众的人大代表。

“钟叔，这电动轮椅用着还习惯吗？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习惯，
现在用着很方便了！”4月20日上午，张
申权又来看望行动不便的钟池安。去年，
张申权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调研
走访，了解到村里的残障人士由于缺乏各
类辅助器具，导致出行和生活都极为不
便。

于是张申权等人提议通过“民生微实
事”为村里残障人士解决实际困难。张申
权说：“我作为人大代表就是村民的‘传达
员’，他们有什么需求都可以通过我反映
到村委会和有关部门。我们都会尽力帮
他们解决。”

在张申权的推动下，“沙白石村残疾
人器具配置项目”很快得到实施。不久
后，轮式助行器、各式轮椅、单拐杖等辅助
器具一一送到了村里 9名残障人士家
中。不仅改善了残障人士的生活质量，也

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
“以前没有轮椅都只能拄着拐杖在家周边
走一走，现在有了电动轮椅就能到处去
了！”钟叔开心地说道。

自“民生微实事”项目开展以来，张申
权带领村委会干部坚持问需于民，将群众
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作为切入点，收
集群众的“微菜单”，着力推动实施一批

“微项目”，截至目前，沙白石村已经落实
“民生微实事”19件。今年，张申权通过
调研了解到村里长者看病难的问题，经村
民代表同意后，他推动实施了医疗应急箱
项目，为80岁以上长者、低保户、残疾人、
特困家庭提供日常医疗应急保障。“我们
村位置比较偏远，村里老人家去南水镇卫
生院看病很不方便。于是大家就提出为
他们配备一个综合小药箱，备一些常用
药。”张申权表示，目前该“民生微实事”已
经通过村民代表同意，正在实施中。

此外，张申权还特别关注村里弱势群
体的民生问题。哪位村民有困难，张申权
都会及时通过村委会发动各方力量，开展
慰问和救助，帮助群众渡过难关。村民赵
珠保一家是村里的困难户，赵珠保表示：

“我孙女生了大病，还有我的脚做手术都
没有钱，还好张书记帮我们申请救助，帮
我们募捐，才及时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一心为民办实事，千方百计解民忧，
这就是张申权的真实写照。作为新一届
金湾区人大代表，张申权表示，将积极履
职担当，为百姓“代言”，办更多实事。

张申权：

心里装着群众 事事为了群众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三灶镇
宣传办报道：“谢谢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隔离期间，真的很感谢你们能上门为孩子
治疗。”4月15日，家住金湾区三灶镇西
城社区的袁女士，不停地向上门给孩子治
疗的医护人员道谢。

据了解，袁女士的孩子患有恶性髓母
细胞瘤，前几天到广州接受化疗，返珠后，
全家人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居家隔
离。因为孩子的白细胞非常低，需要按时
注射药物，按有关要求，隔离人员必须要
到定点医院就诊治疗，但孩子当时身体情
况比较虚弱，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虚
弱的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左右为难的谷
女士向社区医生求助：希望能就近治疗。

西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接到求
助后，向所属的三灶镇卫生院反映了袁女
士一家的情况，经协调，三灶镇卫生院安
排急诊护士长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上门为
患儿注射药物，保障了患儿的生命安全。

三灶镇卫生院院长刘冈介绍，在当前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将针对基层百姓健康相关的急、难、愁、
盼问题，科学规划就诊流程、完善信息化管
理等，满足辖区百姓的就医和保健需求。

孩子居家隔离急需治疗

三灶镇卫生院上门提供服务

三灶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上门为患儿注
射药物。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蒋毅槿 见习记者 金璐

“7年了，现在对我来说，社区的
事就是自己家的事，放不下。”立新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黄小慧说。今年年
初，按照社区原先的工作安排，她主要
在后方做大数据排查工作，但是在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她没有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坚持出外勤，希望
通过入户走访60岁以上的长者，动员
长者们接种新冠疫苗。

对于黄小慧的同事们来说，这一
幕无比熟悉。

“为抗疫贡献我的力量，这是
给宝宝最好的胎教”

2020年2月，黄小慧以准妈妈的
身份参与一线抗疫。当时，她还是立
新社区的一名网格员，负责的网格区
域894户，服务约2381位居民。为了
不耽误疫情防控，她每次产检都只请
假半天，检查完继续工作。社区领导、
同事和家人都劝她回家休息，她却总
说，“比起冲在最前线的同事，我做这
点事不值一提，我想用两个人的力量
为单位再分担一些，相信这是给宝宝
最好的胎教。”

临近预产期，社区领导考虑到她的
身体情况，让她留守办公室，但责任心
极强的她虽未参与卡点值守，却连续奋
战87天不休息，直到预产期前最后一
天，才跟同事交接工作准备去医院。产
假休到一半，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除了参与一线的工作，疫情防控
工作开始以来，她还担任着疫情防控
故事的“记录员”，为社区抗击疫情提
供精神力量。

“为群众解决困难的时候我并
没有感觉到累”

林园是黄小慧记录的“抗疫英雄”

之一。立新社区工作人员林园，是疫
情防控“三人小组”的成员，也是社区
疫情防控的联络员。1月16日，林园
在美平广场核酸检测点工作时不小心
摔倒受伤。在家休养时，为了不影响
疫情防控数据排查工作，她申请居家
处理各项数据，做好跟踪排查工作。
她对待群众的认真负责，在处理突发
情况更加得到了体现。

时间追溯到2020年 2月 22日，
立新社区登记在册的精神残疾四级患
者张某跟随父亲来到平沙某农贸市场
摆档。突然，张某表现出极度的紧张
及焦虑，捡起了地上的石头，其父亲立
马求助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关爱帮扶小
组。林园作为关爱小组的社区代表，
立即到场安抚张某情绪，并帮助张某
完成疫情期间医院所需的所有手续。
检查结束后的两天，张某精神异常情
况多次复发，林园又陪伴其至慈爱中

心办理托养手续。
“这37个小时我一刻都不敢放

松，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累，只告
诉自己要坚持，在疫情期间竭尽所能
为群众解决困难。”林园说。

动人的瞬间和青春奉献的故事不
断地在立新社区上演，黄小慧将这一
切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故事激励更多
的人参与到战“疫”中来。

“100名巾帼志愿者的信任给
了我力量”

黄小慧担任居委会副主任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社区妇女联合
会主席。近年来，她联合妇女维权站
开展近 50 场活动，合计服务超过
6000人次。在寒暑假期间，她组织针
对青少年儿童的公益培训班共100多
场活动，服务约5000人次。为了打造

“幸福·平安家”立新社区特色维权月，

她邀请珠海市维权站讲师团、驻村
律师等专业人员开展法律知识讲
座、户外法律宣传等活动15场，共
派发宣传单张8000多份……

在一次次服务妇女儿童的活动
中，群众和她之间的信任感逐渐建
立起来，为她发展“巾帼志愿队伍”打
下了基础。最初，她号召社区内妇女
参与志愿者活动、为疫情防控贡献巾
帼力量时，社区居民对于新冠病毒依
然有恐惧心理，不少居民对其还未完
全了解，但是因为对社区的信任，也
因为黄小慧的鼓励，有近60名巾帼
志愿者跟随她挨家挨户派发防疫宣
传资料。现在，参与到疫情防控中的
巾帼志愿者已经超过了100人。

黄小慧说：“从1个人到100个
人，她们给我的不仅是信任，还有力
量。我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
义的。”

平沙镇立新社区防疫故事：

战“疫”一线的她和身后100名抗疫“逆行者”

近日，今年1-2月金湾区、珠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运作
经济运行简况发布。今年前两个
月，金湾工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
资、市场销售、贸易进出口、财政收
入等主要指标平稳向好，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
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2%。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金湾
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科学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抢抓珠海建设现
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和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机遇，充分利用
“两港一区”优势推动新一轮发展。

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今年前两个月，金湾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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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高景50GW大尺寸太阳能硅片生产基地。

黄小慧（左
一）协助长者进
行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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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