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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5月 29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与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

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

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盯紧“六大目标”打好“六大攻坚战”
香洲区产业发展大会要求落实“产业第一”惟实惟效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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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我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珠海市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现向社会公布有关举报方
式，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此类
违法犯罪线索。举报方式如下：

1.中央政法委在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开通
“养老诈骗”举报通道，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即
可登录平台反映问题。

2.广东省委政法委接收书面举报。邮寄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合群三马路29号省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

3.珠海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
接收书面和电话举报。邮寄地
址：珠海市0007号邮政信箱；
举报电话:0756-2298513。

珠海市公安局接收电话举
报。举报电话：0756-110。

珠海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办公室

关于征集养老诈骗违法
犯罪线索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5月29日，记
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为了落实“产
业第一”，全面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我市小
微企业贷款服务中心今年计划通过“线上金
融服务超市”和“线下金融服务大厅”为全市
小微企业提供100亿元以上贷款，为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1.3亿元。

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却长期面临融资
难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小
微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为了

更好地帮助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机会，2020
年11月，我市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小贷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据小贷中心中心主任李仲介绍，2021年
10月，为支持我市中小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
来的影响，根据市政府决策部署，中心配合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台《落实<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做好缓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相关工作的实施方
案》，通过扩大首贷、信用贷、银税互动贷款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和贴

息范围，撬动银行年度新增3亿元至5亿元
贷款投放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2021年，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小贷中心加强融资政策宣传和融资对
接服务。27家银行入驻小贷中心轮班接待
来访企业102家，其中首贷企业14家，现场
共收集48家小微企业融资需求1.68亿元，
累计帮助21家提供贷款支持1亿元。同时，
该中心加大“四位一体”融资扶持政策推广
力度，充分利用风险补偿金和转贷引导资
金，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2021年，

该中心通过线上线下平台为我市825家中
小微企业提供了1317笔71.14亿元贷款或
转贷资金，金额、笔数同比分别增长15.2%、
11.8%，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约9400万元。

李仲表示，“四位一体”融资扶持政策将
于今年8月到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拟打通

“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和“转贷过桥资金
池”，让资金池规模扩大至2亿元以上，同时
利用好小贷中心线上线下平台，组织企业与
金融机构对接洽谈，帮助更多企业获得信贷
支持，纾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我市今年拟为小微企业提供逾100亿元贷款
打通两个“资金池”纾解企业融资难

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5月30日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珠

海市委、市政府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
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对你
们长期以来为推动全市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所付出的辛勤
努力和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全市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争
做科技创新的先行者、科技成果的转化者、科学精神的传播
者，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效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显著增强全民科学素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我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特别是面对复杂
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立足本职、敬业奉献，
一批有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用优异成
绩谱写了“创新争先、自立自强”的华丽篇章。

阔步新征程，担当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珠海高度
重视、寄予厚望，亲切勉励珠海经济特区要办得更好、办得
水平更高，要求加快珠海经济特区发展，对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和实力等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明确要求珠海成长为我省继穗深佛莞后的又一重要发展
引擎，我市正牢牢把握“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
生为要”的工作总抓手，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
战略，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
济特区，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也
赋予了新的使命。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抢抓“四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以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的精神状态，以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的责任
担当，砥砺新作为、建功新时代，努力为把珠海打造成为充
满活力的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才、尊才、爱才、惜才，是珠海历来的优良传统。市
委、市政府将继续秉持发展第一要务、人才第一资源、创新
第一动力的理念，强化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
积极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工作，努力营造激励创新、尊重
创造、创新争先的良好社会风尚。

衷心祝愿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

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30日

致全市科技工作者
的节日慰问信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5月29日下午，以“产业第
一，电商赋能”为主题的三方合作揭牌签约仪式在珠海香洲
区融德广场举行，由香洲正菱控股、智循品牌管理公司和业
主方融德广场联合打造的正菱·智循M.A.P电商产业园项
目正式启动。该电商产业园计划投资1.5亿元，预计年营业
收入可达10亿元，同时可创造1000余个就业岗位。

正菱·智循M.A.P电商产业园办公总面积2.2万平方
米，定位为打造珠海首家国家级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填补
珠澳及珠江西岸电商产业聚集载体的空白。

根据合作协议，园区由正菱控股提供产业引导、政策咨
询、企业招商及相关园区平台资源导入，融德广场提供场
地，借由智循公司的品牌打造经验与资源，立足珠海实际，
打造珠海自有品牌的网红产业园区。

未来，园区将秉持“创意办公+潮流商业”理念，打造地
标级产业加速器。通过“办公空间+网红中心+直播基地+
仓储物流中心”的整体规划，为电商企业提供方便、快捷、
具有协同效应的综合服务平台。

接下来，园区还将陆续引进抖音、阿里巴巴、ebay、快手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从代运营服务、品牌设计、新媒体营销、
直播带货到人才培训等领域，全方位打造产业生态圈，同时
带动传统实体企业升级转型，促进新消费和新业态的成长。

产业园还与珠海科技学院、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市技师学院、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等高校签订了校企合
作协议，计划在园区内设立粤港澳新零售产业学院，并将
其打造成国家级众创空间及国家级电商行业创业孵化器，
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电商行业培训，预计每年可
培养电商人才超过2000人。

市委常委、香洲区委书记李伟辉出席当天活动。

正菱·智循M.A.P
电商产业园揭牌

□本报记者 宋雪梅

聚焦载体建设，全力承担好全市超
50%、共计500万平方米以上工业厂房和超
2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核心
任务；聚焦招商引资和园区运营，围绕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
健康、装备制造等“4+1”产业全面布局，锚
定光伏及新能源、芯片半导体两大核心赛
道，打造产业链集聚优势；聚焦金融服务，切
实发挥全牌照业务优势，为推动珠海产业大
发展蓄势赋能……

今年以来，随着珠海全面吹响“产业第
一”的冲锋号角，华发集团牢牢抓住产业发
展这个“牛鼻子”，充分发挥旗下城市、实业、
金融三大产业集群业务优势，紧密围绕“载
体建设+招商引资+金融服务”战略举措，坚
持惟实、惟效、惟快的工作导向，勇担与华发
体量相匹配的建设任务，集中精力抓产业谋
产业强产业，全力以赴把珠海市委、市政府
描绘的发展蓝图变成“施工图”，朝着打造科
创驱动、实业引领的世界500强奋勇迈进，
奋力谱写新时代珠海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紧扣“产业第一”赋能壮大产业能级量级

“3、2、1，敲锣！”3月15日，扎根珠海20

余年的“专精特新”企业——高凌信息以
“云敲锣”的形式登陆上交所，成为继珠海
冠宇和炬芯科技后的珠海科创板“第三
股”。至此，通过对本地实体产业的持续深
耕，华发集团实现了“珠海科创板前三股”

投资全覆盖。
近年来，华发集团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响应“脱虚向实”号召，全力推进向
实体产业的战略转型，战略投资、财务投资、
产业园区“三驾马车”同向发力，构建起“投

资+产业园+实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赋能
壮大珠海产业能级量级。

华发坚持“以投促引”和“以引促投”相
结合，围绕包括“4+3”支柱产业前瞻性布局
新兴产业领域，特别是锚定了光伏及新能
源、芯片半导体两大核心赛道，锻造了优势
和强项，靶向投资、培育和引进了一大批具
有“造血”功能、根植力强、带动性大的龙头

“链主”企业，集中推动一批项目快速形成实
物工作量和现实生产力。

截至目前，华发集团累计投资超过360
个项目，97个已上市或过会。其中，围绕产
业链精准招商，华发集团成功推动新北大
方正、高景、爱旭、富士康芯片设计、集创北
方、普米斯、芯潮流等45家优质企业落户珠
海，项目规划产值超千亿元；大力支持本土
企业做大做强，集团累计投资珠海企业62
家，实现了“珠海科创板前三股”的投资全
覆盖。预计以上107家投资及引进落地企
业，未来可为珠海贡献近2000亿元的总产
值，为全市工业产值突破万亿元贡献华发
力量。

与此同时，围绕珠海“产业第一”战略部
署，华发着力打造一批集聚发展、协作互补、
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园区，构筑产业孵化加
速平台。 （下转02版）

践行龙头国企责任 勇当产业发展尖兵
华发集团紧扣“产业第一”加快新一轮转型升级

华发科创产业园中以加速器俯瞰图。 华发集团供图

三溪科创小镇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 佘映薇报道：5月
29日上午，香洲区召开产业发展大会。大
会举行重点产业项目启动仪式，香洲区委、
区政府领导及力合光电、沥溪·云麦、珠
光·科创、航粤智能、德凌研发等项目负责人
一起点亮水晶球，共同见证投资总额156.6
亿元的27个项目启动、投资总额51.1亿元
的17个项目落成（共新增产业载体273万平
方米）、投资总额207.7亿元的124个项目签
约。

大会上，香洲区为落实“产业第一”定
下明确目标：确保两年建成550万平方米
的标准厂房；力争三溪科创小镇工业总产
值今年增长100%以上，南屏科技工业园今
年增长15%，三年内产值翻番、突破2000
亿元；力争年内培育10家国家级、50家省
级、100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力争年内
新增人才1万名，其中高端人才不少于200
名；确保全年引进300个千万元以上项目、
60个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年内引进不
少于600个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科技创
新项目。

市委常委、香洲区委书记李伟辉表示，
香洲区要深刻认识“产业第一”的重大意义
和紧迫要求，牢牢把握“产业第一”发展机
遇，坚持惟实、惟效、惟快工作导向，实现产
业倍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强
大魄力，自我加压、拉高标杆，用真抓实干、
落实见效诠释自身在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
承担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产业第一”部署，
香洲区提出全力打好“六大攻坚战”：一是坚
决打赢厂房建设攻坚战。二是坚决打赢园
区提升攻坚战。三是坚决打赢创新发展攻
坚战。四是坚决打赢产业招商攻坚战。五
是坚决打赢都市经济攻坚战。六是坚决打
赢营商环境攻坚战。

今年以来，香洲区全力以赴抓经济、抓
产业、抓项目，1-4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7.2%，泰坦新动力、科弥光电、格力智能装
备、唯达电子等企业产值增速超50%。香洲
经济发展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吸引了一批

批优质项目。
大会签约仪式上，趣印智慧、芯试界等

12个产业项目，芯聚科技、中禾金兑等8个
科技创新项目上台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涵盖
光电磁一体化存储技术、光通信芯片生产、
高性能聚合物半导体材料研发、辐射防护新

材料产品研发等多个领域，将为香洲发展引
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同时，香洲区还与
格力集团、华发集团、正方集团、正菱控股4
家国有企业签订了工业载体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

▶▶相关报道见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