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
“源头活水”，那么服务企业便能够让
源源不断的“活水”汇成江海，更好地
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今年以来，金湾
区在“政策配套”方面发力的同时，做
好精准到每个企业不同需求的“服务
配套”，以政策引领产业发展路径，以
服务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服务首先离不开“专人专
责”，据了解，2021年金湾区在全市范
围内率先推出产业集群“群主制”，用
创新方法促进产业升级，为生物医
药、高端打印设备、新材料、新能源、
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选拔出一名群
主。这些群主的任务和使命，就是研
究制定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
领域图、区域分布图的“四图”作战机
制和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
同时协调解决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中
的共性问题。

“当群主的这一年，我做得最多
的事情就是挖掘并引进优质项目，还
要维护好与企业、各行业协会之间的
良好合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的
角色既是‘客服’，也是‘学生’。”王成
表示，作为群主要多站在企业的角度
思考问题，做一个服务者，同时要认
识到企业是招商人员最好的老师，每
一次跟企业打交道都是一次学习机
会。

除了给产业配备专门的群主，金
湾区各部门也在自己的职责能力范
围内为企业解决各类行政审批、人才
保障服务、资金周转等方面难题。

据了解，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

限公司是珠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链条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企业，产
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医疗、
通信等领域。为助力其深耕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领域，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税务局推出“一企一策一清单”
服务模式，为该企业“量身定制”税费
优惠政策，组成“青年助企团”采取上
门辅导的方式，帮助企业充分享受政

策红利。
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的

财务经理黄锦微表示，今年以来，随着
投资设备的陆续到位和验收，大量合
同已达到约定条件需要支付货款，与
此同时公司的产能稳步攀升，在原材
料采购、人员开支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也在大幅增加，如何弥补资金缺口已
成为公司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恰逢国

家推出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在税
务人员的帮助下，企业收到了4000多
万元的退税款，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

“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助企过程中
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进一步完
善服务举措，为服务金湾区‘产业第一’
贡献税务力量。”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洪英说。

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共育发展土壤

今日金湾

在金湾区“工业立区、智造强区”的发展图景中和“5+2+N”现代产业体系版图上，有一个特殊的产业，它和新材料、高端
打印设备、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被誉为“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
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现在还用着1946年生产、占地150平方米、重达30吨的电子计算机。

它就是集成电路产业，其产品可以将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互连，封装在一小块或
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推动电子元件向着微小型化、低功耗、智能化和高可靠性方向迈进。

在金湾区，集成电路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近年来，在多美达（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东电化电子（珠海）有限公司和珠海迈科智能等电子信息企业的基础之上，金湾又引进了崇达科技、景旺电子、深南电路、深
圳创智成功、中京电子等半导体项目。

但“引凤来栖”的脚步没有停止，5月7日，金湾区在产业发展大会上集中签约63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800亿元，其
中10个重点企业项目内，就包括4个集成电路项目。在惠企助企产业政策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加持”下，金湾区集成电路产
业正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打开全新的发展局面。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17日，金湾区残联、区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携手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和
珠海爱邦康复医疗中心在金康园举办

“全国助残日主题义诊活动”，150余名
残疾人接受服务。

活动当天，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
院医护人员为到场残疾人进行核酸采
样，并开展血压、血糖、心率等常规检
查。检查中，医护人员对服务对象提出
的健康问题进行解答，耐心叮嘱日常注

意事项，并提出合理膳食等生活指导。
此外，爱邦康复医疗中心安排了资

深辅具适配评估师，为金康园在园儿童
及到场残疾人开展辅具适配评估及使用
指导等服务。

“这次活动反响很好，我们鼓励更多
爱心人士加入扶残助残行列，也欢迎更
多爱心企业加入助残活动，共同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促进金湾区扶残助残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金湾区残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扶残助残 爱心义诊
金湾区举行全国助残日主题义诊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小
林中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这光芒像海
底宝藏一样藏着，老师们一直在找打开
宝箱的钥匙，我相信戏剧社正是其中的
一把钥匙。”5月16日，小林中学音乐老
师陈升带戏剧社的同学们排练完剧目
后，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6年间戏剧社
带给小林中学孩子们的改变。

小林中学位于金湾区红旗镇小林山
山下，学生一部分来自本地村居，一部分
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和学生、家长的
接触中，陈升发现孩子们没有受到足够的
关注，他们需要一个舞台，更需要成为主
角。2017年，在珠海市一次青少儿艺术
花会上，陈升看到了一所学校的戏剧表
演，台上孩子们大方、自信、从容，他们用
细腻的表演将母爱这一传统主题表现得
感人至深，让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
意识到，戏剧表演是以美育人的有效途
径，小林中学的孩子们需要戏剧。

回校后，她申请创建了小林中学戏剧
社，自费购入上千元戏剧教育相关书籍，
同时向其他学校学习经验，梳理出不同国
家及地区开展戏剧教育的理念、实施路径
及课程设置，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令她惊喜的是，从没接触过戏剧的
学生，非常喜欢这种活动形式。一次周
末排练，有位学生迟到了，陈升着急地打
电话给家长，担心学生遇到突发事件。

结果不久后，迟到的学生大汗淋漓地出
现在学校，原来家住矿山的他错过了半
个小时一班的公交车，花了40分钟走路
来到学校。陈升非常感动，“是什么样的
热爱，让一个孩子这样也要赶来排练。”

“老师在戏剧社上的第一节课是模
仿小动物，一开始我放不开，后来慢慢投
入到表演中，每节课进步一点点，从自卑
走向了自信。”该校初二（5）班学生陈海
儿说。在和戏剧社同学们的交谈中记者
了解到，陈升将戏剧社的课程系统化，在
动物模仿、我来比划你来猜、经典片段重
现等小游戏中讲授戏剧专业知识，激活
学生的“戏剧细胞”。而几乎所有同学都
提到的一个词，就是“自信”。

孩子们的自信源于每一次戏剧课上
老师的鼓励，又在每一次获奖时得到加
强。2017年至2021年，陈升带领戏剧
社创作的戏剧小品多次在珠海市青少儿
艺术花会及金湾区青少儿艺术花会获
奖，从铜奖到银奖，再从银奖到金奖，戏
剧社真正成为了孩子们自信展示的舞
台，也成为了他们做自己“戏剧人生”主
角的动力。

经过6年的发展，现在戏剧社有校
领导和老师们的长期帮助，有校园戏剧
节的良好氛围，有大课间固定排练时间
的保障，成为了学校一张“文化名
片”。“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妈妈
每周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带我去上钢
琴课，风雨无阻。我希望现在作为老师
的我，也能尽自己的努力给孩子们创造
更好的条件，带他们看见更大的世
界。”陈升说。

“最美金湾人”教师代表陈升：

让孩子做自己“戏剧人生”的主角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贯彻落实国家禁毒委《关于做好2022年
禁种铲毒工作的通知》的工作要求，近
日，在金湾区禁毒办、市自然资源局金湾
分局的指导下，南水镇组织镇综治办、禁
毒办、派出所、金洲社区等单位开展
2022年度禁种铲毒大踏查专项行动，对
林场果地、田间地头等潜在非法种植区
域进行实地踏查。

在专项行动中，禁种铲毒检查组采
取了“空中排查+地面踏查”的全视角禁
种巡查模式，扫除了踏查盲区，全面摸清

了金洲社区易发生非法种植的重点区域
情况，以便做到及时发现、铲除毒品原植
物。同时，对南通分场土地承包户开展了
入户走访，在显著位置张贴禁种海报，并
开展毒品原植物禁种预防教育宣传，向承
包户普及毒品原植物的相关知识。在入
户过程中，土地承包户签订了《南水镇禁
种承诺书》，检查组鼓励大家在发现非法
种植情况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据统计，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工作
人员18人，踏查果地8户，约400余亩
土地，未发现有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

巩固禁毒成效 扫除踏查盲区
南水镇开展禁种铲毒大踏查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红旗镇双湖社区“民生微实事”二十
四节气自然教育项目立夏活动——“夏
日虫子特工队”在三灶镇海澄村古树公
园开展，约20户家庭参与其中。

在微微细雨中，双湖社区的“夏日虫
子特工队”首先参观了林伟民与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随后来到了海
澄村古树公园。公园里，雨后的百年古
树群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枝叶在雨水的
滋润下显得更加地繁茂。孩子们化身小

“特工”，在斑驳的青苔和充满褶皱的树

皮中探寻立夏物候和昆虫的奥秘。看完
昆虫，孩子们又在自然课老师的带领下，
完成了有关昆虫身体结构的拼图和寻找
特定树种的游戏。

据了解，双湖社区二十四节气自然
教育项目面向社区内所有青少年儿童，
由家长在双湖社区文体微信群内报名参
加，孩子们可以在珠海市内进行以节气
探索为主题的自然科学学习。“接下来，
我们还会在竹仙洞、炮台山公园、淇澳岛
等地组织学习活动。”双湖社区相关负责
人陈琼英说。

寻找历史痕迹 邂逅百年古树
双湖社区二十四节气自然教育开课

产业政策“引凤来栖”
企业聚集“积水成渊”

金湾区集成电路产业打开全新发展局面

“目前，我们集成电路产业的主
要发展重点在晶圆制造和封装材料，
特别是半导体材料方面。”金湾区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群主王成说，要想发
展半导体硅片、溅射靶材等晶圆制造
材料和引线框架、封装树脂等封装材
料，就绕不开对半导体材料企业的引
进和培育，从而形成半导体材料产业
聚集。

为此，金湾区出台“产业第一”系
列政策，从专注于资本赋能的《金湾
区转贷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金湾区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金湾区（开发区）政府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到满足

土地空间需求的《金湾区产业投资项
目“拿地即开工”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金湾区（开发区）低效用地整治提升
三年攻坚工作方案》，再到提升园区
建设的《金湾区（开发区）工业园区建
设工作机制优化改革方案》《金湾区
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实施办法》。一项
项产业政策的出台，体现了金湾区

“筑巢引凤”的决心，也增强了半导体
材料龙头企业的信心。

产业政策的支撑让企业项目签
约有了底气，本次产业大会签约的兴
森科技 IC封装基板项目、锐骏半导
体产业基地、钧崴电子精密电子元器
件项目和宏昌电子环氧树脂二三期

项目，将加快金湾区半导体材料基础
性、前瞻性研究和技术储备，推动半
导体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同时在晶圆
制造和封测等领域，填补金湾区集成
电路产业链在先进晶圆后工序服务
上的空白，为广东省打造集成电路发
展第三极提供支撑。

据了解，这些项目都由电子信息
产业龙头企业带入，其中深圳市兴森
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和“广东省创新型企
业”，先后组建了3个省级研发机构，
承担了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和多项省市级科技项目，并且拥有近

百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1年底，共申报中国专利988项，
申报PCT国际专利68项，拥有已授
权中国专利737项，国外发明专利12
项。

“来金湾就是被这里的好政策
所吸引，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涉及 IC
封装基板领域，计划投资 16亿元，
预计 2024 年实现 4.5 万平方米/月
的设计产能全部投产，达产后可实
现产值约 20亿元。”兴森科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IC封装基板，
该公司还有PCB和半导体等其他主
营业务，未来PCB项目也有望在金
湾实现投产。

招商引资：产业政策赋能 龙头企业引领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孩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寻找特定树
种。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小林中学
音乐老师陈升
带领戏剧社的
同学们排练剧
目。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兴森科技项目效果图。

珠海迈科智能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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