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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驾车自红旗镇小林片区的
丽珠制药出发，驶向位于三灶镇鱼林
片区的联邦制药，沿途可见多家生物
医药企业相连成片，已汇聚成一条长
约10公里的金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走
廊”，产业集群效应日渐显现。

金湾与生物医药产业的“缘分”，
最早可追溯至20年前。彼时，遵义医
科大学珠海校区成功落地金湾区；同
年，三灶镇引进了第一家生物医药企
业。人才与平台的融合，释放了金湾

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巨大潜力。
历经20年的发展，现在金湾区已

有生物医药健康企业120多家，生物医
药规模以上企业25家，其中不乏联邦
制药、丽珠医药、汤臣倍健、润都制药等
知名龙头企业，并逐渐带动更多配套
企业落地，由点带面形成规模化园区。

现在，在区内众多生物医药企业
之中，丽珠医药、汤臣倍健、润都制药、
金鸿药业、科域生物、国佳新材等6家
企业已率先“突围”，实现挂牌上市。

然而，金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向上发展
的步伐从未有片刻放缓。依托扎实的
产业基础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金湾
区完成了新一轮的“筑巢引凤”。

近年来，迪谱医疗分子影像产业
孵化园、启辰生免疫治疗研发生产基
地、绿竹药业带状疱疹疫苗生产基地
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进一步扩
大产业集群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的“基
本盘”。去年4月30日，港股上市公
司开拓药业，进驻位于三灶镇的珠海

国际健康港，翻开金湾生物医药与健
康产业的新篇章。

对于为何选择落户金湾，开拓药
业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童友
之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答案：“金湾
的招商环境、政策支持、人才储备等
各方面趋于完善，为生物医药企业发
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未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生物医药企业选择这里，产业
集群的充实与发展给了我们强大的
信心。”

厚积薄发 集群效应日渐显现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记
者从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获悉，该学
院金湾黄立鱼研究团队取得阶段性成
果，并对外发布“金湾一号”“金湾二号”
两大新品系。后续新品系将进入新品种
申报与大面积推广阶段，助力金湾黄立
鱼养殖户提升养殖效率，创造更大的经
济效益。

在团队负责人卢建国教授的带领
下，记者在该校实验室内见到了“金湾一
号”“金湾二号”的“真面目”。从外观上
看，这些游弋在鱼池中的金湾黄立鱼，与
普通市面上售卖的品类并无肉眼可见的
显著差异。然而，这些看似普通的黄立
鱼，却是“万里挑一”“优中选优”的优质
品系。

据卢建国介绍，“金湾一号”具有“快
速生长”的品系属性，今年3月经专家现
场测产测算，“金湾一号”相较同养殖时
长下的对照组，平均体重增加了近
20%、体长增加了10%。“金湾二号”则
具有“抗病性强”的品系属性。根据该团

队的实验数据，该抗病品系可抵御细菌
病等常见病害，与对照组相比成活率提
高了17.6%，有效减少黄立鱼养殖过程
中的病害损失。

“金湾黄立鱼的养殖周期在一年半
左右，时间成本、风险成本都相对较
高。‘金湾一号’可缩减近20%的养殖
周期。‘金湾二号’则有效破解了金湾
黄立鱼抗病性差的‘老问题’。新品系
的这些优势，将大大提升金湾黄立鱼的
养殖效率。”卢建国表示，这些新品系
经过5代亲本自然受精并择优选择的
方式“筛选”而来，研究周期已有近10
年之久。

在此期间，该团队还开发了黄立鱼
精子冷冻保存技术，实现了金湾黄立鱼

“反季节”繁殖育种。“以前黄立鱼的繁殖
需限定在某些季节，受到的客观条件限
制太多。”卢建国表示，采取精子冻存技
术后，金湾黄立鱼可突破时间、空间的限
制，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繁殖培育，便
利大规模推广与养殖。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月9月，
记者从金湾区教育局获悉，2022年秋季金
湾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启动招
生，报名时间为5月8日上午9:00至5月
31日下午6:00。转学插班报名时间为7
月8日上午9:00至7月22日下午6:00。

公办学校新生通过电脑登录“金湾
区义务教育小一招生系统”和“金湾区义
务教育初一招生系统”进行报名。此外，
家长还可以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

“金湾教育”，并点击“招生入学”专栏进
行报名。无法通过以上方式完成报名的
家长，可以选择到招生窗口，由工作人员
协助完成报名。

记者了解到，2022年金湾区公办学
位供给依旧呈现“整体基本满足，部分区
域紧张”的态势。据公安、卫健、各镇提
供的数据预测，2022年秋季学期金湾区
适龄入学儿童少年人数预计将达到
10964人，同比增幅6.94%。其中小学
新生人数预计将达到6205人，同比增幅

3.28%;初中新生人数预计将达到4759
人，同比增幅12.13%。

在此基础上，2022年，全区公办小
一计划招生129个班，公办初一计划招
生90个班。为更好地满足入学需求，公
办学校计划的开班数较上年均有增加。
此外，全区民办小一计划招生10个班，
民办初一计划招生5个班。

需要注意的是，金湾区教育局发布
了学位预警。其中，金湾一小、平沙实验
小学所在学区内的预测户籍新生，已超
出了两校招生计划人数，将按照户籍生
学位安排顺序依次安排学位，部分户籍
生需统筹调配至其他学校。

航空新城小学、三灶镇中心小学、海
华小学、外国语学校、小林实验小学、红
旗中学、小林中学、三灶中学、金海岸中
学、南水中学所在学区内预测适龄入学
新生（含非户籍），或将部分超出计划招
生人数，报名学生存在统筹调配至其他
学校的可能。

金湾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招生
学位供应“整体满足，部分紧张”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月9日，
记者从金湾区教育局获悉，平沙新城学
校和金湾区第二小学（原暂定名“双湖小
学”）学区划分结果正式出炉，并同步开
放秋季入学新生线上报名。

平沙新城学校规模为小学24个班，
初中12个班，可提供1080个小学学位
和600个初中学位。其他年级（二、三、
四、五、六年级）增设开班计划，如报名且
符合条件人数超过30人（含），则开设班
级；如报名且符合条件人数不超过30
人，则不开设班级。

平沙新城学校学区范围主要包括：
保利新城之光、碧桂海悦天境、天誉滨
海、华发汇华湾畔、方圆月岛、三一蓝海
花园、恒大海泉湾花园、海泉湾时光序
等，大虎社区、前西社区、前锋社区。

金湾区第二小学，位于科工路西侧，
金水路南侧，办学规模30个班，可提供
1350个小学学位。学区范围主要包括：
融创云水观棠、中国铁建国际城、金湾宝
龙城、海伦堡玖悦珑湾、金地扑满花园、
星河传奇、珠海市技师学院（金湾校区）
等。

金湾区两新校开始招生
学区划分结果同步出炉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上次你们把核酸采样和疫
苗接种等医疗服务送上门，对我们来说
实在太方便了！”近日，珠海市展辰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润化学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珠海市人民医
院高栏港医院，将锦旗赠送给医院，表
达对医院协助企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科学防控、帮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诚
挚感谢。

近年来，高栏港医院在珠海市人民
医院医疗集团的管理下，针对企业所需，
主动作为，提供上门核酸采样、疫苗接
种、职业体检、培训讲座等医疗服务，打
通企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为辖区
企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高栏港医院是原高栏港经济区最早
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可
对企业员工个人健康进行全过程管理服
务，做到大病、慢性疾病的早发现、早预
防、早治疗。2021年，该医院职业健康
检查人数39781人次，占全市总职业健
康检查人数的29%，位居全市第二。

高栏港医院负责人表示，作为高栏
港区域内处理应急灾害事故医学救治的
主要力量，该院积极筹建高压氧舱治疗
中心，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神经、创伤
等康复患者的诊疗需求。同时，该院推
出“云家医”服务，为企业职工提供免收
挂号费、在线问诊、开具处方、药品快递
到家等在线医疗服务，为企业员工的健
康保驾护航。

高栏港医院打通企业医疗服务
“最后一公里”

金湾黄立鱼两大新品系亮相
分别具备快速生长、抗病性强品系属性

每天上午9时许，多位来自遵义
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都会准时自
珠海校区出发，前往位于珠海国际健
康港4栋的“珠海金湾生物医药产业
研究院”，开启新一天的生物医药研究
工作。

记者了解到，该研究院由金湾区
政府与遵义医科大学合作共建，旨在
打造一个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物医
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打通校、企、地
三方资源壁垒，形成促进金湾区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新活力”。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也是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近年来，金湾区加

快推动产学研合作，以人才资源导入
为大方向，在生物医药领域与知名高
校、骨干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开展了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其中，金湾区“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规模生产”的全产业链
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已基本建
成。截至2021年底，园区内累计被认
定的各类创新机构总数达46个，其中
与大学、科研院所共建科技机构达20
个。

此外，金湾区还建成生物医药产
业公共服务和创新平台10个，各类工
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企业技术

中心37个，包含吉林大学“无机合成
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珠海南
医大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珠澳实
验动物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等一批创
新平台。

人才积累、平台赋能、良好服
务……优质的发展生态，成为了金湾
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金字招
牌”。近年来，金湾区大力推动营商环
境改革，建成全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营商环境分析系统，并连续两
年获评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示范类奖
项。

此外，金湾区还大力配备生物医

药企业所需的发展资源，助力区内企
业的快速成长。2018年，投资约20
亿元的珠海国际健康港正式投入运
营。这个集生物医药产、学、研、销、服
等功能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成为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生态的核心载体。

开园以来，启辰生、百试通、瑞思
普利、泰诺麦博等25家大健康领域企
业相继进驻该园。据金湾区招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泰诺麦博已于2020年
完成了B轮20亿元融资，绿竹生物B
轮融资达3.5亿元，瑞思普利也已步
入B轮融资阶段，预计融资规模达10
亿元以上。

生态赋能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3 月 29 日，珠海健福制药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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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珠海健帆集团牵头
投资建设。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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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福项目的落地并非偶然。近年

来，金湾区招商部门瞄准行业龙头企
业、细分领域冠军，锚定生物创新药、
高端医疗器械、服务外包、医学检测等
产业前沿领域着重发力，为生物医药
产业引入了一批主导产业生态的“链
主”式企业落地。

2021年以来，金湾区已相继签
约了开拓药业、瑞德林生物、云锦华
彰、健福制药、维琪医药、溪谷医疗、
顶尖生技、昊昇医药、云康检测、思
达医学等一批重点企业，进一步延

伸了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系统集成优
势。

精准招商，服务同行。去年7月，
金湾区正式推出“群主制”产业发展新
模式——针对多个重点产业集群，特
别是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特聘专业
人士作为“群主”，专注精准招商及精
细化企业服务，以此带动产业资源聚
集与优化升级。

加强政策配套，完善投融资环境，
也是金湾区提升产业吸引力的重要手
段。今年以来，金湾区密集推出了《金

湾区转贷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等多项金融政策，以此降低区内生
物医药企业在短期资金周转、银行续
贷、上市挂牌等方面的困难，鼓励和推
动上市挂牌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
做优做强。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正加快对
接区内外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并探索推出生命科学产
品完工责任（临床试验责任）保险，解
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
引领金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创新机制 精准招商持续发力

金湾区第二小学仍在加紧建设中。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前不久召开的珠海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指出，珠海将聚焦做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
四大主导产业，做强智能家电、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也为金湾区迈向产业中心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信心——
现在，金湾这块产业发展的时代热土，已成长为珠海规模最大、产值最高、配套最为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数据是最直观的体现：2021年，金湾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实现总产值超过186.23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8.4%，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和保健品年产值的70%。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已成为金湾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那么，作为金湾区传统优势产业之一的生物医药产业，在珠海拉开产业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迈向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夯实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跑出创新驱动的“加速度”，是金湾人给出的答案。

5月7日，金湾区产业大会举行。会上，9大“产业第一”相关政策正式发布，指出将加快建设金湾区“5+2+N”现代
产业集群。其中，鼓励相关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推进开展产业精准招商，推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跑步前进”，为金湾
区成为珠海产业中心注入“新动能”。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珠海国际健康港。

汤臣倍健生产车间。 联邦制药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