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金湾高景50GW大尺寸太
阳能硅片生产基地的一期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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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们的硅片产量还处于
行业第7名，而到今年一季度，这一
排名已上升至行业第5名。”广东高
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
彬告诉记者。

金湾高景强劲的发展势头，正是
金湾区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的缩
影。打开金湾区一季度工业经济运
行图，一条逆势增长的曲线跃然眼
前：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18.38亿元，占全市的45.3%，同比
增长1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49.07亿元，占全市的42.4%，同比
增长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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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五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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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第一’的发展理念下，
金湾区重点企业开局良好，‘小升规’
与新投产企业成效显著，为全区工业
立区、智造强区，积极构建‘5+2+N’
现代产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金湾
区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
金湾区排名前60的重点工业企业有
47 家实现正增长，完成工业产值
458.87亿元，同比增长33.1%（可比
价增长18.6%），而到一季度末，金湾
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42家，较
2021年年底净增61家，其中“小升
规”净增56家，新投产5家。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反映的是
当前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而工业投资
则更多的是投资未来。

一季度，金湾区工业投资增长强

势、后劲十足。数据显示，一季度，金
湾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5.09 亿
元，其中工业投资47.07亿元，同比
增长33.9%，总量占全市的47.5%。

数据背后是大型工业项目引领
工业投资跑出“提前量”。一季度，广
东珠海LNG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项
目、珠海格力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
业园项目、高景50GW太阳能大尺
寸单晶硅片项目、景旺电子科技（珠
海）有限公司项目等大型工业项目共
完成投资21.49亿元，拉动工业投资
增长57.4个百分点。

金湾区统计局分析人士预计，随
着新项目的建设投资进度不断加快，
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金湾区工业投
资量预计会不断增长。

工业生产开局良好：

“5+2+N”产业集群支撑经济稳增长 工业投资后劲十足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动力，在
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压舱石”的关键
基础作用。

数据足以佐证今年以来疫情防
控期间金湾区在促消费方面的努
力和成效：一季度，金湾区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0 亿元，同
比增长 23.8%，增速位居全市各区
第一。

“随着金湾区‘新城市中心’的形
象越来越清晰，将助力金湾消费升
级，汽车类消费市场加速回升，并依

托港、产、城融合，扩大区内消费，努
力吸引中高收入群体定居，加快新的
商业项目落地，不断提高居民消费
水平。”金湾区统计局相关人士分析
指出，金湾华发商都和正光广场开业
后促进周边消费提升，而金湾宝龙城
预计将于三季度开业，另外贡献较大
的美满车城今年将引入9家4S店，
预计下半年开始将对金湾区消费作
出较大贡献。

尽管受国际原油和原材料价格
大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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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年一季度金湾区外贸进出
口仍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一季度，金湾区外贸企业积极
开拓海外市场，进一步做大进出口
业务，完成外贸进出口额204.35亿
元，同比增长7.9%，总量和增速均位
居全市各区第一。全年可完成外贸
进出口额约 813.2 亿元，同比增长
2.6%。

金湾区发展空间大、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是大湾区的投资热土之一，

对外资充满吸引力。
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金湾区

累计设立外资企业12家，同比增长
33.3%。随着艾肯（中国）厨卫、南光
置业、南光锦湾、南光濠江等一批外
资项目注资到位，金湾区一季度实
际利用外资实现高位增长，完成实
际利用外资28052万美元、总量位
居全市各区第一，同比增长977.7%、
增速位居全市各区第二；全年实际
利用外资预计可达到140%以上的
高速增长。

多项数据全市第一：

市场销售好于预期 外贸发展信心足

金湾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金湾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9169..4747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5..00%%

增速高出全省1.7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金湾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9.47亿
元，同比增长5.0%，分别比全国、全省、全市增速高出
0.2个、1.7个、0.8个百分点。”4月26日下午，金湾区召
开2022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这一数据让人振奋。

一季度，金湾区工业经济成绩单尤为亮眼。从工业
经济主要指标看，一季度，金湾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618.38亿元，占全市的45.3%，同比增长13.2%；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9.07亿元，占全市的42.4%，
同比增长10.4%。

观察一个地区的发展，既要全面地看总量、速度，更
要有侧重地看结构、重点和发展思路；既要看基本面，也
要看新变化。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今年以来，金湾区以“产业第

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为工作总抓手，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抢抓珠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和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机遇，充分利用“两港一区”优势推动新一
轮发展。

金湾区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金湾区将坚决落实“产
业第一”，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政府各项资源向产业
倾斜；对照市下发的经济任务，尽早发力，全面发力，继续
保持领先优势，不断补齐落后短板；持续做好企业服务工
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主动沟通、协调解决企业在发
展经营中碰到的问题，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抓好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到“发展”“安全”两不误。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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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月 26
日，金湾区平沙镇应急管理办联合平沙
消防救援分局、平沙专职消防救援站、北
水专职消防救援站、连湾社区开展消防
安全疏散演练。

当天，随着一阵消防警铃响起，演练
正式开始。本次演练模拟连湾社区一栋居
民楼内突然起火，居民拨打119报警后，消
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演练现场，在消防员的引导下，楼栋
内居民捂住口鼻、弯腰低身、扶着楼梯护
栏，快速有序地按照逃生路线进行安全

撤离。现场救援人员分工明确、高效配
合，经过半小时的“战斗”，“火情”被成功
扑灭。

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还为现场居
民讲解了常见的火灾类型、引发火灾的
原因、火灾逃生技巧等知识，并演示了灭
火器等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

平沙镇应急管理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演练旨在提高居民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对做
好社区火灾防控工作、保障辖区消防安
全形势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平沙镇消防演练走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珠
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科团队助力一名患
有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格林-巴利综合
征的患儿重新站起来，得到患儿家属赞
誉。

据了解，在该院儿科门诊就诊时，患
儿父母述说，儿子今年5岁，平时健康正
常，近期突然莫名频繁摔倒，并慢慢出现
四肢无力的情况，导致走路困难。此前
带孩子到骨科检查，并未发现骨折现象，
以为回家多休息可能就没事了。但让人
意想不到的是，孩子回家后，四肢无力的
症状愈加严重，相继出现呕吐、饮水呛
咳、发声无力、双手抓握无力、双腿没有
感觉，甚至完全不能动弹。

该院儿科主任丁俊东和副主任医师
陈丹共同仔细检查后，发现患儿双下肢
对称性瘫痪，痛觉减退，可能是神经系统
免疫性疾病格林-巴利综合征，立即将
患儿收入院进一步诊治。

经过入院后综合检查，最终明确诊
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据了解，格林-
巴利综合征是以周围神经和神经根的脱
髓鞘病变及小血管炎性细胞浸润为病理

特点的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该病以
肢体对称性弛缓性瘫痪为主要临床特
征，发病率为0.6-1.9/10万，病程自限，
但该病1.7％-5％严重者急性期可死于
呼吸肌麻痹，有10％-15％患儿遗留不
同程度肌无力。

确诊后，该院儿科主治医师杨德慧
立即对患儿给予免疫冲击疗法，同时给
予营养神经、护胃、抗感染等对症治疗。
3天后，患儿已能够独立坐在床上，并可
在床上自主移动双腿，这让患儿家属焦
虑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虽然经过3天的治疗患儿病情有所
改善，但该院儿科团队深知还不能松懈，
患儿的康复之路才刚刚开始。在患儿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继续进行营养神经等治
疗的同时，该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
得利为患儿进行了针灸理疗及按摩等一
系列专业治疗措施。4月16日，患儿在
大家期待的目光下，扶着妈妈站立起来
了，让妈妈和儿科团队开心不已。

据院方介绍，患儿今后还需要门诊
定期复诊、随访，调整口服药剂量，并定
期进行康复治疗。

5岁孩子得怪症频摔倒险瘫痪

市五院助力患儿重新站起来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保障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支撑南水经济稳定增
长，4月25日，南水镇人民政府联合金
湾供电局南水供电所召开了两场南水镇
电力市场化需求响应工作会议，共有74
家企业负责人参加。

据了解，近年来，南水镇积极发展优
势产业集群，持续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2021年已成为工业“千亿强镇”，工业总
产值达1180.29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南水镇坐拥众多传统石油化
工企业，生产用电需求强劲，是当前做好
需求响应工作的重点难点，也是对南水
镇继续保持向好经济发展态势的一大考
验。

会上，南水供电所围绕“什么是需求
响应”“企业为什么要主动参与需求响
应”和“企业怎么参与需求响应”三个问
题对市场化需求响应政策及实施细则进
行解读，并与企业代表进行互动、答疑。

南水镇召开电力市场化需求响应工作会议

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保障全镇经济稳增长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五一”劳
动节前夕，4月26日上午，红旗镇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活动。

活动当天，红旗镇机关干部、社区工
作人员、社会志愿者等积极响应号召，第
一时间投身到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活动
中，对广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公共
场所进行环境整治，清理积存垃圾杂物
和卫生死角，督促临街商铺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卫生运
动，努力营造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动员600余人

全面深入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
动日活动，派发宣传物品2000余份，清
理卫生死角200余处，清理垃圾15余
吨、45车次，清理牛皮癣120余平方米，
翻盘倒罐、清除孳生地60余处。

红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红
旗镇将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每月常态化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挥其改善环
境卫生、增强群众卫生意识的带动作用。

营造良好公共卫生环境

红旗镇开展2022年爱国卫生统一行动

社区居民现场体验灭火器等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张清华 摄

4月25日，南水镇召开电力市场化需求响应工作会议，共有74家企业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格力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项目。 金湾高景50GW大尺寸太阳能硅片生产基地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