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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产业发展大会以更清晰的
路线图、更明确的任务书、更紧迫的
时间表，吹响坚持“产业第一”，加快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锋
号。作为珠海工业版图的重要组成
部分，金湾区如何在这场攻坚战中贡
献更大力量？

5月7日举行的金湾区（珠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大会暨重点项
目签约仪式为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会上，金湾区发布了《金湾区（开发
区）关于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等9
大产业政策，涵盖审批改革、融资扶持、
上市培育、总部经济、工业园区建设、低
效用地整治等多个方面，为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其中，《实施意见》作为纲领性文

件，明确了金湾产业发展的“任务书”
和“路径图”。根据《实施意见》，金湾
区将加快构建规模体量更壮大、产业
结构更优化、竞争优势更明显的“5＋
2＋N”现代产业体系。到2025年，金
湾区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
过 40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900家的倍增
目标。

“5+2+N”现代产业体系指重点
打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新能
源汽车、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五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着力推动海洋经济、
航空航天两大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扶

持发展包括智能家电、清洁能源、电力
生产等其他产业。

产业集聚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承载
地。对于企业来说，土地就是实实在
在的空间。全市产业发展大会提出，
要实施土地整备攻坚行动，全力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要实施园区提升攻坚
行动，做强做优产业发展平台。

记者了解到，在此方面，金湾区改
革优化土地使用流程，推出《金湾区产
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试点总
体方案》，让“办证跑断腿、审批磨破
嘴、项目落地开工难”等企业反映的突
出问题得以改变。同时，金湾区根据

“5+2+N”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在
原七大工业园区基础上，正在布局建

设半导体产业园、新能源及装备制造
产业区、高端打印设备产业区三大新
园区，加快完成高栏港综合保税区封
关验收，形成“7+3+1”专业园区布局，
依托园区建设赋能产业发展。

此外，金湾区还为实体经济引入
“金融活水”，资本赋能被摆在了更重
要的位置上。金湾区陆续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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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金湾区促进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发展奖励实施办法》等，为
实体经济精准浇灌超亿元“金融活
水”，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贷
款难问题，以财政资金扶持符合产业
导向的领域及企业。

加快构建“5+2+N”现代产业体系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 月 24
日，记者从金湾区委平安办获悉，为引导
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崇尚科学、关爱家庭、珍爱生命、拒
绝邪教，助力清除黑恶势力，共同弘扬社
会正气，由该办主办的金湾区“反邪知多
D”主题高校创意视频征集大赛已于日前
展开征集工作。

此次大赛活动对象为高校学生，作品
须为原创，以微动漫、微视频形式围绕“学
知识，反邪教”主题进行创作，围绕反邪教
相关的社会、心理、法律、医学、健康、宗教
等知识，揭披邪教冒用宗教、气功、迷信等

名义蒙骗群众的现象，引导群众正确认识
邪教，提高辨别能力。内容需言之有物，
有实用的反邪教科普知识，避免口号式宣
传，思想积极向上，具有反邪教意义，拍摄
清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有意参赛者需于6月10日18:00前
将作品提交至以下邮箱：ppzgzh@163.
com。大赛将于6月 14日公布前三名
获奖者并于6月 17日以现金形式向获
奖者颁发奖励，其中一等奖1800元，二
等奖1200元，三等奖800元。同时，获
奖作品有机会被选送至省级相关活动参
与评选。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 月 24
日，记者从金湾区获悉，根据《广东省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和珠海市有关规
定，金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
编制内教师150名。

此次招聘对象中，A类岗位要求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应届
毕业生。B类岗位要求社会人员，并需
符合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为40周岁以下；
当前在中小学校任教等条件。被聘用者
为事业单位编制工作人员，享受政策规定
的薪酬待遇。

此次招聘不受理现场报名。应聘者需
在2022年6月6日9:00至6月8日18:00
登录网站https://bm.gd-pa.cn/wsbm/
index/notice/sysList?fcode=jwqjyj 进
入相关页面后报名，按要求如实详细填报
相关报名信息，网上报名时须同时上传资
格初审需提交的材料图片或照片。

本次招聘由金湾区教育局负责解
释。咨询电话：0756-7263977、7263395
（金湾区教育局），咨询时间：工作日9:00-
12:00 和 14:00- 18:00；监 督 电 话 ：
0756-7261856（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 月 21
日，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
青团珠海市金湾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22年“相约星期六”金英荟产业人才专
场“下一站遇见幸福”在金湾区金湖公园
开展，活动为金湾区青年产业人才拓宽8
小时外社交圈，搭建与同龄人相识相知
的交流平台，吸引了近50名金湾区优秀
人才报名。

本次活动通过乘坐观光巴士，沿途欣
赏金湾情侣路美景，开展《民法典》婚姻编
法律知识有奖竞答等交流互动小游戏，为

男女嘉宾提供更多协同合作、互相交流
了解的机会，更有品尝美味茶点、自由交
流、歌手驻唱及现场表白等环节，最终3
对青年人才牵手成功。

据了解，接下来，金湾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共青团珠海市金湾区委员
会将继续服务好金湾区产业人才，巩固
人才交友交流平台，引导辖区产业青年
人才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爱
情观，凝聚起青年人才热爱美好生活、追
求幸福和谐的正能量，促进人才更好成
长、更快发展。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珠海
市第五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传来喜讯：一名
出生仅重3斤的早产儿在该院经过22天
的抢救治疗和住院护理后，终于迎来了出
院时刻。

据介绍，4月下旬，一名怀孕32周+6
天的孕妇因破膜时间接近4天，被紧急送
到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剖宫产手
术。考虑到胎儿胎龄小、体重低，孕妇破
膜时间长，出生后出现呼吸困难的风险极
高，该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陈丹与主治
医师蒋劢在手术前备好T-组合复苏器
（T-piece），并做好抢救准备。

随后，孕妇顺利诞下一名早产男婴，
但婴儿出生体重仅 1.63 千克，身长仅
40.5厘米。助产士对婴儿给予保暖、呼吸
道清理等处理后，在结扎脐带过程中，患
儿出现呼吸困难、口吐泡沫等一系列症
状，情况十分危急。新生儿科医生立即给
予T-组合复苏器辅助通气等处理，并转
入新生儿科进一步救治。

经过新生儿科医护团队两天两夜的抢

救治疗及后续精心护理，患儿历经多日，接
连闯过呼吸关、感染关、营养关等各种难关，
未出现任何并发症，创造了生命奇迹。据
悉，这是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成功
救治的胎龄最小、体重最低的新生儿，也是
该院首例实施中心静脉置管的病例。看着
孩子奶量一天天增加，体重一天天增长，医
护人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5月中旬，孩子的父母终于接到孩子
可以出院的好消息，迫不及待赶来医院，
满心欢喜地抱起出生22天、此前却从未
抱过的孩子。此时，那个曾经孱弱的孩
子，体重已经增长到了1.98千克，身长也
增长到了45厘米。孩子的父母向医护人
员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

“早产儿是指胎龄达到28周，但不足
37周的新生儿。早产儿出生越早，体重
越轻，各个器官发育越不成熟，出生后的
并发症就越多，死亡率就越高。”陈丹表
示，产检时高危因素较多的产妇需要特别
注意，如果出现临产症状，应立即到正规
医院产科就医。

金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50名编制内教师

2022年金湾区产业人才
第二场交友活动“缘”满落幕

金湾区开展“反邪知多D”主题高校创意视频征集大赛

产业项目加速跑 积蓄发展新动力
金湾区加快打造珠海产业发展主战场

金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编制内教师150名。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3斤重早产儿经历22个日夜终“闯关”重生

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医护人员在悉心照顾早产幼儿。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春日芳菲尽，初夏绿意浓。走进金湾区各大产业园
区，一股股奋起直追抓生产、赶订单的火热气息扑面而来。

4月24日，珠海市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重磅发
布“1+5+3”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关于坚持“产
业第一”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指
出，总体目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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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现代产业发展
格局。

一个月来，金湾区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

进产业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加速成为全市产业发展的主
战场，为全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目前，金湾区正在加快完善‘5+2+N’特色现代产业
体系与全市的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金湾处在国际国内双循
环交汇点，对接港澳向西‘第一站’，占据大湾区承东启西
枢纽位置、延揽粤西乃至大西南广阔腹地，具备发展新能
源、集成电路封装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
产业的良好基础。”金湾区负责人表示。

踏浪前行风正劲，更加精彩的夏日故事正在金湾热力
开篇、生动铺陈。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珠海市、金湾区相继召开产业大
会，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确确实实感受
到了政府在政策关怀、资金扶持、配套
服务上对企业的帮助，也让我们对未
来产业发展充满信心。”广东高景太阳
能硅片事业部副总经理付明全告诉记
者。目前，金湾高景二期厂房正进行
最后收尾工作，力争6月份满产运行，
届时一期、二期日产量将达到1200万
片大尺寸太阳能硅片。

除了为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
服务，近一个月来，金湾产业发展的
另一大亮点就是一批龙头企业、重点
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在金湾区产业
发展大会上进行了包括重点项目、银
企合作、载体建设、园区配套、智库服
务等在内的63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
资合作金额超1800亿元。

从这些签约项目中不难发现，金
湾区在发挥现有产业优势的同时，正
在有针对性地引进产业龙头企业，使
得产业要素不断积聚，进一步实现“强
链”“补链”，形成愈发清晰的产业集群
效应。其中，欣旺达动力电池项目备
受瞩目。

欣旺达是我国较早从事电池生产
的企业之一，近年来，其全面布局动力
电池研发与生产。根据协议，欣旺达
计划在金湾区投资120亿元，建设动
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30GWh
电芯和30GWh电池系统生产线，以
及配套的测试中心。

“作为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六大
制造基地之一，该基地占地面积800
亩，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动力电池
超30Gwh，是欣旺达在华南区域最大

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基地。”欣旺达电
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珠海基地总工程
师饶勇强表示，该项目将打造成一个
全新的以锂离子电池为核心的生产制
造基地，建设成汽车动力电池和储能
电池的电芯、模组、电池系统标杆工厂。

在此次大会上，作为中国最早有
能力生产高端电子级环氧树脂的专业
生产厂商之一，落地金湾近5年的珠
海宏昌电子材料股份公司签约了一份
新的增资扩产协议。根据协议，该公
司新增投资 10.47 亿元，拟购地约
11.4万平方米，建设环氧树脂二期、三
期项目，预计达产后项目产值超过
100亿元。

“产业底子有了，人才资源有了，
科技创新能力将迎来跨越式提升。”该
公司总经理江胜宗表示，珠海是承接

深圳产业溢出效应的“桥头堡”，金湾区
则是珠海产业发展的“新中心”，新材料
上游的设计、研发及下游的生产、制造
已在这里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金湾区已
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7个，总投资
336.41亿元，总产值超600亿元，涵盖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高度符合金湾
区“5+2+N”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无缝
衔接珠海“4+3”支柱产业集群。

目前，金湾区正在进一步优化招
商引资工作机制，拟成立金湾区（珠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委员会，加快项
目决策、引进、落地、建设、投产、达产、
增资扩产“全链条”进度，加快形成“谋
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
批、达产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

抓龙头 铸链条 培育产业集群

金湾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纳思达激光打印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