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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交流会上，南屏科技工业园
管委会、三溪科创小镇发展中心、正方
集团有关负责人依次上台作工业载体
和投资环境推介，从区位优势、产业基
础、产业定位到重点项目、公服配套
等，全方位介绍香洲区的资源禀赋和
产业扶持政策。

台下，东莞、深圳近40家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家电和装备制造类企
业负责人列席。他们结合企业实际，
围绕产业空间、劳务用工、人才引进等
内容提需求、献良策。

产业园区是否有员工宿舍、食
堂？产房租赁有没有政策补贴？成熟
的产业工人招聘难度大不大？如何对
接初创型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来自香
洲区投资促进中心、科工信局、产业园
区、国企的代表，认真倾听企业关于香
洲区工业载体建设工作的意见建议，
针对其问题依次进行答疑解惑。

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议程中，企
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记者梳理发现，参会企业主要来
自珠海重点培育打造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家电、智能制造、集成电路
等产业，以初创型科创企业为主，具
备产业领域新、发展速度快、创新能
力强以及利润高等特点，并且已具备
一定的市场规模，部分获资本市场青
睐。这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企业，
普遍面临着较强的增资扩产、人才招
聘需求。

意向企业的选择，背后折射出香
洲区的招商思路：立足香洲资源禀赋
与产业基础，不走“大土地”“大补贴”

“大能耗”的招商路子，贵在精准对接、
快速落地。

为此，香洲区投资促进中心作为
香洲区招商引资工作的牵头部门，积
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以区招商委员

会成立为契机，联动各经济部门、产业
园区及区属国企，形成齐抓共管、协同
推进的“一盘棋”格局。该中心充分利
用香洲区毗邻港澳、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等区位优势，主动招引港澳资源
集聚，同时充实一线招商人员力量，加
强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的良性互动。

“聚焦‘产业第一”，香洲区发挥主
城区综合优势，打造全市创新创业‘超
级孵化器’和创新策源地，集聚创新要
素、汇聚人才资源，加速孵化催生一批
中小科技企业和高端企业，着力形成
企业总部在香洲、生产在周边的产业
发展格局。”香洲区委常委、副区长孙
成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未来5年内
引进600个高质量创新项目，其中将
诞生一批未来独角兽企业、行业隐形
冠军。”

面对新一轮产业发展热潮，香洲
区有胸怀，有底气，也沉得住气。

推介交流会上，香洲区“一揽子”
产业支持政策获得企业的频频点赞。
为继续做大做强香洲区产业，香洲区
政府率先出台“专精特新”企业奖补政
策并遴选出137家高质量“专精特新”
企业，力争3年内培育30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
军”企业、6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实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产业政
策，投入产业扶持资金12.3亿元，在
企业租赁厂房、购置设备、装修洁净车
间等方面均有补贴；设立了每年不少
于5亿元的政府投资基金，为投资并
引进创新项目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深深感受到香洲区显著的
区位优势、一流的投资环境和生态宜
居的自然环境。”会上，东莞市勤本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诗鹤说，香
洲区有力的产业政策与政府的贴心服
务令他印象深刻。

把优质企业“引进来”：

未来5年争取引进600个创新项目

作为珠海主城区，香洲区具有较
好的产业基础、优良的教育资源、完
善的商业配套、宜居的城市品质等综
合优势。同时，土地资源瓶颈也是长
期以来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问
题。

会上，孙成代表香洲区郑重承诺：
“香洲区将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新增
200万平方米标准工业厂房，最大程
度降低企业的落地成本，确保企业来
了就能用，用了就能用好。”

话语掷地有声，这是香洲的决心
和表态，更是提升产业承载力、城市空
间重构和新旧动能转化的需要。

根据近日印发实施的《珠海市产
业空间拓展行动方案》，按照产业发展
和项目引进需求，争取到2024年，全
市新建改建扩建2000万平方米以上
高质量新型标准厂房，其中，国企新建

1000万平方米，改扩建老旧低效厂房
1000万平方米，为契合产业发展方向
的成长型、科技型企业提供厂房保障。

其中，香洲区拟开工建设标准厂
房200万平方米，引导企业改扩建老
旧低效厂房350万平方米，合计550
万平方米。按一个企业占用2000平
方米计算，200 万平方米可以容纳
1000家企业，将有力推动香洲区产业
版图进一步扩大。

方向既明，激流勇进正当时。当
前，香洲区依托“一园一镇”，强力推进
标准厂房规模化建设，按照产城融合
现代产业发展模式，迅速打造一批价
格低廉、集中高效、生活便利、“拎包入
驻”的高质量产业发展新空间。

“一园”，指的是香洲区南屏科技
工业园。通过拆矮建高、拆旧建新、
工业上楼、合作开发、收储收购等方

式，南屏科技工业园在迈入千亿级工
业园的基础上提质升级，力争五年内
整体实际容积率由现在的1.2提升至
3.0，新增产业载体面积 300万平方
米。

“一镇”，指的是位于香洲区西北
门户的三溪科创小镇。通过规划挖
潜、土地整合、旧村更新等方式，三溪
科创小镇正加快推动超240万平方米
高标准产业载体建设，2022年完成
22.5万平方米用地整备工作，三年内
充分释放160万平方米的产业发展用
地，全力打造“三溪光谷”。

此外，在创新载体建设上，香洲区
围绕都市创新开拓载体资源，高标准
建设香洲创港中心、暨大科技园（二
期）等5个总建筑面积134.7万平方米
的城市创新综合体，充分满足科技创
新企业的载体需求。

国企是开展产业新空间建设运
营的“主力军”。据介绍，目前香洲区
属国企正方集团重点推进的产业载
体项目总建面约100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通用厂房、新型产业厂房、研发
办公.独栋办公、配套宿舍等，着力打
造“一园一特色”产业，为入驻企业提
供“一站式”政策、人才、技术、金融等
服务。目前部分项目处于规划设计
阶段，可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厂
房。

如何用好用足这批厂房？“香洲区
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除建设通用厂
房外，还将探索建设智能制造、精密制
造行业、生物医药行业专业厂房等。
通过‘政府让利、国企微利、产业得利’
的模式，探索先租后买、产业空间作价
投资等方式，降低企业经营发展成本、
吸引更多企业进驻。”孙成表示。

为产业发展“拓空间”：

一年新增200万平方米工业厂房

如何解决产业园区人才子女教育
入读问题？如何提供优质的园区配套
助力企业吸引优质人才？这是参会企
业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近日，位于南屏科技工业园的南屏
实验小学和三溪科创小镇的三溪实验
小学、三溪幼儿园开启2022年秋季招
生，将于9月正式开学。作为产业园区
基础教育配套工程项目，新学校打破了
户籍和房产的限制，将优先解决园区企
业人才子女及企业骨干员工子女入学
问题，让企业、人才暖心扎根。

“把园区学校建成最好的学校，切
实为企业、为人才解决后顾之忧。”突
出教育先行、破解产业园区配套不足
的“痛点”，香洲区在全市率先实践。

在南屏科技工业园，珠海第一家

产业园区中学——容国团中学正在加
紧建设中，计划明年招生。根据园区
规划，未来园区周边还将新建1所初
中、1所小学、3所幼儿园；通过新建、
租赁、配建等方式，为企业人才配套邻
里中心和1800套人才公寓，持续推动
园区产业升级、人才聚集、创新发展。

在三溪科创小镇，总投资约42.5
亿元的漫舒·溪里广场、三溪公园和三
溪邻里中心3个重点产业配套项目已
动工。三溪科创小镇规划建设10所幼
儿园、5所小学、4所中学，1000套人才
公寓和医疗设施，将通过完善配套设
施、提升营商环境，吸引人才集聚。

“产业园区建设，首先要满足人
的需求。齐全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
是香洲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竞争

力。”孙成说，香洲区努力做好“产城
融合”这篇文章，打造功能完善、配套
完善的产城融合空间，助力产业园区

“筑巢引凤”。
人才聚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城市

兴。去年8月，香洲区出台《珠海市香洲
区关于实施“香山人才计划”促进人才
有限发展的若干措施》，大力引进一批
创业团队、优质项目，力争年内新增人
才1万名，其中高端人才不少于200名。

“香山人才计划”提出大力培养
“香山创业英才”“香山创新英才”“香
山青年人才”“香洲工匠”四类人才。
以含金量最高、扶持力度最大的“香山
创业英才”为例，该类人才为香洲区重
点引进初创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通
过认定的方式产生，入选者不仅能获

得最高500万元的创业资助以及10
万元的生活补贴，还将按照香山人才
计划享受子女入园入学、人才公寓等
相应人才配套政策。

据悉，自香山人才计划出台以来，
不到一年时间里，香洲区累计评选产
生“香山创业英才”58人，为46个创业
项目提供创业资助超亿元。

高校是人才的“蓄水池”。珠海拥有
高校10所，在珠高校大学生约15万人，
位居全省第二，紧邻的澳门也有多所高
校，这对创新企业也有较强吸引力。“我
们将充分发挥在珠高校以及职业学校
的优势，紧密沟通各高校，提高学科设
置与产业关联度，加快培育壮大青年产
业人才队伍，积极锻造高技能人才队
伍，厚植人才发展沃土。”孙成表示。

让人才来了“留得住”：

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营造人才友好环境

香洲区工业载体和投资环境推介交流会刚刚落
幕，深圳市派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继侠已
经做好了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利用1至2天时间，到
香洲区各工业载体实地调研，寻找心仪的厂房。

采访中，不少企业家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想法。
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对香洲的信心：珠海市香洲
区，是一片值得信任和投奔的热土。这正是对香洲
区打造珠海高质量发展主阵地、主战场最有力的响
应。

活动现场，企业不仅是需求方，也是建议者。有
一位来自集成电路行业的企业家建议，结合生产实
际，集成电路企业厂房净高应大于等于6米，而不是
按照层高6米来建造，这一建议被认真记录并采纳。

“我们是来向企业学习取经的。”为确保活动能
办出实效，香洲区投资促进中心在活动举办前就提
前对接了参会企业并收集了相关诉求，并在活动中
主动回应了企业关注的各类问题，赢得了企业的信
赖与尊重。

香洲区的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服务，让中惠创
智（深圳）无线供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凌瀚印象
深刻。中惠创智从事重大工业无线供电领域，技术
成熟度高，成立三年来营收已突破千万元。“这种唯
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环境，让我们感受到这
座城市对人才的包容与尊重。”

产业集聚的效应，也在这次推介交流会中显
现。不少参会企业供应链上下游、市场端都有珠海
企业的身影，这无疑增大了对企业的吸引力。

企业“搬家”，不仅是搬厂房、搬办公室，更重要
的人才的流动。一个企业身后，往往关联着许多个
家庭。

东莞市勤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诗鹤高
度肯定了香洲区“产城融合”的产业园区建设思路。
他所在的企业有1600多名员工，“企业整体搬迁，最
先考虑的就是能否让员工安家，解决住房、子女教育
等问题”。

置身会场，现场涌动的决心、信心让人动容：大
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奋发有为的香洲，携手高速
发展的新兴企业，将为香洲产业高质量发展翻开新
的一页。

企业纷纷“点赞”香洲：

一片值得信任
和投奔的热土

步入初夏，连日阴雨令这个五月略显清冷。而身处香洲区
工业载体和投资环境推介交流会会场的企业家们，心中却分外
火热。

5月16日至17日，香洲区领导带队赴东莞、深圳开展投资
促进工作，并先后举办两场香洲区工业载体和投资环境推介交
流会。这是香洲区整体形象与产业投资环境的一次集中亮相，
也是企业扩产需求与珠海工业载体的一次精准对接。

时也，势也。深圳、东莞两地制造业高度发达，工业基础雄
厚，产业外溢效益逐步显现。香洲区作为珠海的主城区、首善
区，不仅拥有扎实的制造业底蕴，而且拥有可以辐射珠江口西岸

的广阔市场，协同发展优势明显。
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香洲区积极贯彻“产业第一”决策部

署，牢牢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不断加大产业招商力度，培
育壮大支柱产业，加快推动产业实现大发展大提升，奋力推动珠
海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

瞄准产业链上下游主动出击、精准招商，做强做优产业发
展平台，精准布局产业载体建设……通过一系列“实招”“硬
招”，香洲区聚焦“4+3”支柱产业集群，打出精准招商“组合拳”，
在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坚定不移扛起主城区担当，助力珠海打
造枝繁叶茂的“产业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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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科技工业园南屏科技工业园。。

香洲区工业载体和投香洲区工业载体和投
资环境推介交流会现场资环境推介交流会现场。。

中惠创智总经理李凌瀚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