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打冠军”是如何炼成的？
探寻金湾三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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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人们走进位于红旗联
港工业区的珠海蓝图控制器科技公
司，很难不被这里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景所吸引——在车间内，蓝图自
主研发生产的自行车变速器，源源
不断地自流水线产出、装箱、发货；
实验室里，40余名技术人员正精心
打磨新一代电子变速器，争取今年
上半年将第一代产品推向市场。

“世界 80%的自行车产自我
国，但作为核心零件的变速器，却
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蓝图控制
器科技公司总经理刘春生介绍，为

打破这种市场垄断，抢占国产变速
器份额，2016年，蓝图公司在金湾
区智造大街正式成立，定位集自行
车变速器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
的高新技术企业。

刘春生坦言，在很多人看来，这
个行业的市场有限。作为自行车行
业的细分领域，变速器的总体份额
并不大。然而，蓝图科技却一直愿
意深耕这一细分市场，用过硬的技
术与优质的产品，与国内外一线自
行车品牌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小
市场”里做出了“大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才起步的
蓝图科技，很快吸引了金湾区的目
光。尽管还是小微企业，但技术的
积淀、人才的厚度，体现了企业的潜
力。金湾区利用政策赋能，鼓励企
业加快技术创新，成长为专业领域
的“单打冠军”。

2020 年，蓝图科技从智造大
街园区顺利“毕业”，成为在金湾
区完成孵化的创新型企业代表。
今年，蓝图科技的金湾工厂将启
动建设，扩大生产规模。记者发
现，与蓝图科技类似的企业，近年

来在金湾并不是少数。从“创业”
到“毕业”，这些企业已成为了金
湾的新生代力量。

“我们的经验证明了，在细分领
域做大做强，也具有十分广阔的空
间。”刘春生介绍道，现在金湾锚定

“产业第一”，目标建设为珠海产业
中心。这意味着，金湾的产业发展，
将迎来“百花齐放”新格局。“在‘5+
2+N’现代发展体系中，N包含了诸
多新兴产业，也是未来金湾产业新
的潜在增长点，产业发展的未来值
得期待。”刘春生表示。

耕耘

瞄准细分市场 产品做大做强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22日，
金湾区政协举办2022年第一期“委员学
堂”暨政情通报会，帮助委员了解和掌握全
区中心工作推进情况和最新政策，拓展知
情明政的渠道。金湾区政协主要负责人在
会上表示，区政协及政协委员要多学习深
调研，更好发挥职能作用；要多搭台会协
商，拓宽知情明政渠道；要多建言献良策，
服务全区中心工作。

会上，金湾区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
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立的“产业第一、交
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工作总抓手
和金湾区“产城融合、勇当尖兵，推动新时
代金湾高质量跨越发展”要求，为现场的
40余名委员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经济
课”。主讲人详细介绍了金湾区经济发展、
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情况，并重点解读了
金湾区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实施意

见和“拿地即开工”改革试点方案。授课内
容深入浅出、内涵丰富，既具有系统性、理
论性，也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切合委员知
情明政的履职需要，对委员履职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委
员们搭建好知情明政的平台，通过政策
宣讲、情况通报、新媒体宣传等多种途
径，帮助委员更好地把握形势、了解情
况，增强参政议政能力，更好地履行委员
职责。

金湾区政协委员、珠海映创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孙佳良表
示：“了解金湾区工业和经济发展情况，是
更好履职的基础。大家将认真消化吸收
学习的内容，凝聚智慧促发展，履职担当
善作为，共同为服务金湾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搭好知情明政平台 提升委员履职能力
金湾区政协“委员学堂”开讲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璐报
道：“我喜欢读书，图书馆每一场活动我都
不想错过。”金湾区图书馆小读者任紫嫣
说。4月23日，金湾区图书馆联合广州、
深圳、澳门等粤澳地区公共图书馆举办“品
味书香·享阅读之乐”——2022粤澳“共读
半小时”活动，来自金湾区各界的300名市
民参与其中。

在活动现场，读者们首先通过直播连
线，观看了其他城市主会场的朗读表演，随
后，珠海市金湾区消防救援大队代表、广东
省实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代表、金湾区图
书馆2021年度“阅读之星”及市民代表等
40余人，汇聚于金湾区图书馆正门广场排
列成“423”字样队形，用书声琅琅致敬世

界读书日。
据了解，与以往传统共读不同，今年金

湾区图书馆创新性地组织读者以粤语共读
了三首朗朗上口的唐诗——《静夜思》《江
雪》和《登鹳雀楼》。许多读者都表示，以方
言来诵读更能领略岭南文化的韵律美，收
获别样的共读体验。“我今天第一次用粤语
读古诗，感觉确实不一样，音韵很有美感。”
金湾区消防大队西湖专职救援站消防员朱
振华告诉记者。

据了解，本次金湾区图书馆共读活动
在全区招募共读点13个，其中总馆1个，
镇分馆3个，各村居（社区）及企事业服务
点9个，市民读者家庭共读点4个，共开展
17场共读活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为进一步做好金湾区产业人才服
务工作，帮助辖区单身人才解决“后顾之
忧”，4月23日，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联
合主办2022年“相约星期六”金英荟·金
湾区产业人才交友活动，吸引近100名
金湾区优秀人才报名。

活动通过“啡你莫属”配对任务、“咖
啡加糖”咖啡制作等游戏环节，让参与人
才在游戏中协同合作、互相交流，在才艺
表演中展示自我、了解彼此。活动最后，

部分单身男士向心仪的女孩勇敢告白，
最终5对青年人才牵手成功。

“本次交流活动旨在拓展产业人才
交友空间，搭建人才交友联谊平台，凝聚
起青年人才热爱美好生活、追求幸福和
谐的正能量。”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接下来，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将继续发挥服
务人才的职能，想人才之所想、急人才之
所急、送人才之所需，鼓励全区青年人才
立足岗位、主动作为，成为金湾发展的坚
实保障。

服务青年人才 汇聚青春力量
金湾区举办产业人才交友活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21日，
珠海市路灯管理中心党支部到大林社区免
费帮辖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需要关爱的
群体更换家中的灯具，改造老旧电线，安装
节能灯、插座、漏电保护装置，进一步提升
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

活动现场，95岁的许婆婆，家中电器
设备更换一新。据介绍，她大多数时间一
个人居住，生活环境比较差，家中电线老
化、外露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大林社区了
解到有关情况后，立即联系路灯管理中心

志愿者，为许婆婆提供安装灯具、漏电保护
器、开关插座，改造安装线槽线管等服务，
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通过结对共建的形式，有助于形成了
互相融入、资源共享、功能优化的基层党建
工作体系。”大林社区党委书记杨权表示，
今后将继续加强与珠海市路灯管理中心党
支部的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持续解决
居民群众身边的关心事、烦心事、忧心事，
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让群众得到切切
实实的实惠。

为困难群众换上“放心电线”
多部门联动开展党建共建办实事

产业第一，号角嘹亮。4月24
日，珠海市产业发展大会举行，结合
“1+5+3”产业发展系列政策，系统
梳理了全市产业定位、发展目标、主
攻方向和实施路径。

在此其中，定位珠海产业中心的
金湾区，紧紧把握“产业第一”工作总
抓手，将在珠海产业发展的大潮中，
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判断是有迹可循的——
企业强，产业兴，城市旺。企业，是产
业的主体，也是经济的依托。依托深
厚的产业发展土壤，近年来，金湾区
涌现了一批各自行业内的“单打冠
军”企业，成为金湾打造“5+2+N”现
代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锚定先进，传递经验。金湾区这
些“单打冠军”企业是如何炼成的？
它们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金湾经
验？近日，记者依次走进蓉胜超微、
蓝图科技、得理乐器等代表企业，感
受金湾“产业第一”的火热景象，记录
这些“单打冠军”的发展经验，探寻金
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导向。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在位于三灶镇的蓉胜超微线材
有限公司内，生产人员将一根长达1
米、直径8毫米的铜杆送进机器内。
10天后，这些原材料将经过几十道
工序、上千个模具的加工制造，最终
被打磨成总长1100公里、直径仅有
0.015毫米的超细铜线。而在该公
司实验室内，这一数值已可达到
0.012毫米，约等于人体发丝的1/9。

“虽然漆包线是很传统的行业，
但产品却运用在社会各个方面。”蓉
胜超微总经理许理存介绍，漆包线
是电气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其

所制成的电气原件广泛运用在手
机、汽车、飞机、卫星等终端产品
中。然而，多年来国产漆包线却在
突破0.6毫米的技术关口上止步不
前，直接影响了我国精密电器的进
一步发展。

蓉胜超微成立于1985年，当时
是一家只有12名员工和6台机器的
小公司，最初只能生产低端漆包线
产品。然而，历经国产漆包线的现
实困局，蓉胜超微对未来有了清晰
认识——改变传统制造企业身份，
走高技术的发展路线，开辟专精特

新的道路，是企业的破局之道。
“传统制造业企业要想不被淘

汰，只能通过不断的创新提升产品
竞争力。”许理存介绍，一方面，企业
积极与国外机构合作，提升自身技
术积累；另一方面，依据客户的需求
开展特殊工艺研发，寻求新的技术
路线。创新成果，荣誉见证。2020
年，该企业获得了工信部授予的“制
造业单项冠军”奖牌。今年年初，又
获得了工信部颁发的“国家绿色工
厂”荣誉。

展望未来，许理存对企业在金

湾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企
业近20年的高速发展，与金湾深厚
的产业发展底蕴关系密切。底蕴，
体现在完善的供应链，以及有力的
政策支撑上。今年，“产业第一”的
发展目标被频繁提起，金湾区相应
的动作也十分迅速。

“3月，区里成立了专精特新联
盟，并出台了一系列惠企人才、财政
措施，鼓励企业转型升级，使我们对
未来更有信心。”许理存表示，企业
将继续加速技术创新，赶上国际先
进水平，擦亮“单打冠军”的牌子。

创新

传统企业转型 引领行业发展

近日，在得理乐器的产品陈列室
内，这里生产的电架子鼓、电钢琴等
乐器，联袂上演了一场音乐盛宴，带
领市民游客体验了一把“金湾造”乐
器的魅力。

这个坐落在大林片区、毗邻珠海
大道的乐器公司，凭建筑造型很难吸
引过路市民的注意。然而，得理乐器
落户金湾十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电
子鼓和MIDI键盘全球销售第一的

“隐形龙头”，也是国内电子乐器行业
的龙头企业。

“我们2021年在金湾生产了近
120万台电子乐器，包括电子琴、电
钢琴、电子鼓、MIDI键盘、合成器等
拳头产品，其中80%发往世界各地，
20%供应国内市场，电子鼓、MIDI
键盘总出货量在全球排名第一。”得
理乐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江万
年介绍。

这样的经营业绩，源于精准的判
断。

“将音乐带入千家万户，乐器是
最好的载体。”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升，音乐学习的需求量持续膨胀，
催生了乐器产业的繁荣。最早起步
于深圳的得理乐器，被金湾区良好
的发展前景所吸引，并最终在2006
年将生产及研发基地落户于此，并
坚持为金湾作为“桥头堡”进军内地
市场。

十多年来，金湾区不断发展的产
业配套体系，以及持续涌入的高素质
人才，为得理乐器提供了更丰富的发
展资源；接连推出的产业发展政策，
优化提升的企业服务，为得理乐器创

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在江万年看
来，得理乐器无疑是金湾区产业、交
通、城市快速崛起的直接受益者。

“无论‘隐形冠军’，还是‘单打冠
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坚持，
也离不开地方的助力与支持。”江万
年介绍，“当我们向区里反馈需求，譬
如工业园区周围道路、珠海大道天桥
的修建，总能得到各部门及区工商联
的反馈和帮助。随着珠海市产业发
展大会的召开，企业对在金湾的发展
也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坚持

参与金湾崛起 成为“隐形冠军”

培育阅读新风尚 粤澳书声在“云”间
金湾区图书馆“粤澳共读”活动吸引300人参与

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位于红旗联港工业区的珠海蓝图控制器科技公司。得理乐器生产基地。

读者们汇聚
于金湾区图书馆
正门广场，用书
声琅琅致敬世界
读书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市路灯
管理中心党支部
帮辖区孤寡老人
安装节能灯、插
座、漏电保护装
置。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