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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国企联合打造金琴健康港
项目 助力打造全球生物医药和高
端医疗器械资源新型配置中心

生物医药产业，是珠海明确要聚力
发展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金湾区，则
是珠海当前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区。

在珠海全面掀起“产业第一”发展
的热潮之下，如何进一步夯实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跑出创新驱动的

“加速度”，谋划强链延链补链的“新路
径”？由市属国企横琴金投集团与金湾
区属国企金航集团联合打造的金琴健
康港项目，正是这样一个响亮的回答、
重要的信号。

金琴健康港项目位于机场高速西
侧、珠海国际健康港北侧，地处三灶镇
定 家 湾 工 业 区 内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148192平方米，总投资约15亿元，定位
为集产、学、研、销、服等功能于一体的

高端化、国际化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综合性载体平台。

据横琴金投董事、副总经理鲁志云
介绍，该项目规划建设4栋高层厂房、
30栋多层厂房以及政务服务平台、生产
生活配套区等，与珠海国际健康港项目
形成战略联动，为落地珠海的生物医药
项目提供GMP标准厂房，为后续引进、
培育新兴优质企业提供空间载体支撑，
有力提升珠海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

“作为集团落实‘产业第一’决策部
署的首单落地项目，我们从去年底开始
就积极与金湾区政府谋划合作建设金
琴健康港项目，瞄准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需求，切实发挥市属国有企业的引领示
范作用，多措并举壮大产业能级量级。”
鲁志云表示，横琴金投集团将以金琴健
康港建设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延链补链
强链，实现与产业投资联动，构建“股权
投资+资本招商+金融服务+园区运营”
产业链内生闭环，赋能已投医疗健康项

目落地，助力全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聚
集发展。

多措并举支持全市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瞄准“股权投资+资本招
商+金融服务+园区运营”

如何推动“股权投资+资本招商+
金融服务+园区运营”？横琴金投凭借
多年来的创新探索与铿锵布局，走出了
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

作为成立于2014年的市属国有企
业，横琴金投主要以金融投资手段服务
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培育，业务板
块主要包括产业投资、股权投资、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以及园区运营等。

公司成立8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35亿元、实现净利润13亿元、缴纳税
费8亿元，利税合计21亿元。其中，在
产业投资领域，累计设立产业子基金34
支，认缴投资总额48亿元，撬动社会资
本在横琴形成规模达286亿元的子基

金群，实现国有资金放大约6倍；投资天
使项目41个，总投资金额1.72亿元，成
为广东省内投资数量最多、投资活跃度
最高的国资系天使投资机构之一，先后
获评“投中2019年度中国最佳有限合
伙人TOP20”“清科2020年中国政府引
导基金30强”等30余项权威奖项。

一系列亮眼数据背后，彰显了横琴
金投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魄力，也深
蕴着产业培育、向实而行的初心。横琴
金投坚持“母基金+直投”双轮驱动业
务，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
主导产业，布局科创产业子基金，与武
岳峰、通和毓承、弘晖资本、夏尔巴资本
等头部投资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通过“以投促引”推动一微半导体、因明
生物、艾康特、极海半导体、香雪精准等
一批科技明星企业在珠海落地生根，发
展壮大。

在金融服务领域，横琴金投以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金融服务手段，累计
为近300个项目提供了约200亿元融
资服务，有力支持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横琴金投通过下属融资租赁公司、商业
保理公司开展跨境人民币直贷、离岸贷
款、内保外债等业务，累计实现跨境融
资金额逾20亿元人民币，并积极推动
设立澳门融资租赁公司，与澳科大合作
设立创投基金，助力搭建粤澳跨境金融
服务新通道、粤澳产业合作新平台。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
用 高质量“以投促引”+高标准建
设新型标准厂房

今年4月24日，市委市政府高规格
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高位谋划、强
力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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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个月时间，今年5月17日，
金琴健康港项目成功竞地，并在10天
之后实现奠基开工，做到“拿地即开
工”，预计今年年底前项目第一期就能
竣工投产，目前已经同步启动招商工
作……在这样的“珠海速度”背后，是全
市上下齐心协力抓产业谋产业强产业，
全面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的新气象新
风貌。

突出创新引领，厚植特色优势。金
琴健康港项目将聚集珠海市、金湾区及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政策、区位和产业
基础等优势，发挥“以投促产、产业集
聚、配套高效”专业力量，进一步拓宽生
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能力建设、
招商引智、联动港澳引才的多级发展空
间，推动实现金湾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产业协同，为促进珠海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为横琴金投被投企业，珠海维视
艾康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
眼视光领域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
的创新企业，由该公司研发生产的多款
器械，都是国内首创、填补行业空白的
产品。

对于金琴健康港项目，该公司行政
负责人龚磊同样充满期待。“该项目建
成后将有力地吸引高端医疗器械研发、
制造、商贸、现代服务等方面企业入驻，
为我们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更多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机会。”龚磊希
望，园区运营方能为企业提供更多量身
定制的“管家式服务”，从空间、基金、税
收、人才等方面不断赋能，服务入园企
业全周期发展，确保优质产业“引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

时不我待抓招商抓项目，争分夺秒
延链补链强链，对横琴金投而言，更清
晰的路线图、更明确的任务书就在眼
前——

鲁志云表示，下一步将围绕“产业
第一”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市产业发
展大会精神及“1+5+3”产业发展系列
政策有关部署，聚焦“4+3”支柱产业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国有资
本引领带动作用，在坚持高质量“以投
促引”同时，高标准谋划建设新型标准
厂房，做强做优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平
台。

与此同时，横琴金投也将围绕“4+
3”产业立柱布局，推动市、区投资联
动，重点加强与各区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
康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提升珠海天使
投资、创业投资活跃度，争当全市早期
投资领域的排头兵；注重发挥长期扎
根横琴优势，推动产业项目在合作区
和珠海各区协同互动，以投融资手段
助力合作区产业聚集以及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

发挥国有资本独特优势引领产业发展
横琴金投全力助推珠海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崛起

一个项目，折射珠海产业发
展的澎湃热潮；一条主线，勾勒
珠海国资国企的使命担当。

5月27日，由横琴金融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金航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建设的金琴健康港项目奠基开
工，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计划
打造成为珠海“金融+产业”合
作标杆示范园及粤港澳大湾区
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
化加速基地——这是珠海市、区
两级国企在产业协同上的一次
合作实践，将为珠海打造生物医
药千亿级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

产业第一，号角嘹亮。金琴
健康港项目启动建设，正是横琴
金投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和市国资委工作要求，凝心聚
力、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发挥国
有资本独特优势引领产业发展，
助力全面打好“产业第一”改革
攻坚战的生动注脚。

从坚持“产业培育”初心，以
投促引取得成效到加快探索跨
境金融业务合作，助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再到积极推进专
业产业园建设，构建资本招商产
业链闭环……打好“组合拳”，跑
出“加速度”，横琴金投的信心和
决心清晰可见——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
实举措，助力珠海打造“产业链、
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
合的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化经济特区和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贡献更大力量，展现国
企担当，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钟夏

由横琴金投与金航集团携手打造的金琴健康港项目（效果图）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记者从
珠海市水务局了解到，我市将在高新
区南围片区金峰北路、科技九路和创
新九路合围处建设北区水质净化厂二
期项目及地面公共服务设施。按照规
定，相关部门已对该项目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有关事宜进行公示，将在5月
27日至6月5日期间征求公众意见和
建议。

据了解，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及
地面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为71874.12平方米，包括建设一座高
标准出水、工艺先进、运行灵活、智能
化的现代化地下全埋式水质净化厂。
该厂拟土建规模为20万吨/日，设备
安装按照10万吨/日配套；后续将结
合高新区污水实际产出情况，适时启
动剩余10万吨/日配套设施。工程地
上部分为水质净化厂配套设备及公共
服务设施。项目总投资约为224008
万元。

该项目主管部门为珠海市水务

局，代建单位为珠海市高新总部基地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稳评单位为
广东中保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高新区南围片区金峰北路、科
技九路和创新九路合围处。项目以政
府投资为资金来源，预计2025年完
工。

为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预防和化解矛盾，需对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进行调查分析，现征询群众
意见，以便查找风险点完善相关措

施。征求公众意见事项包括：本工程
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风险，工程
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因
素，工程是否影响公众利益，群众对工
程所持态度和对工程的诉求，以及其
他有关意见和建议等等。

公众在2022年5月27日至6月
5日期间可通过网上回复、书面信函、
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报告编制单
位对以上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提出意见
和建议。

我市计划于高新区建设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项目

现就评估事项征求市民意见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六一”
国际儿童节前夕，5月28日上午，由斗
门区乾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南
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斗门区心
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南山村“巾
帼心向党·点靓幸福新生活”垃圾分类
主题活动在南山村开展。此次活动是
斗门区“民生微实事”项目——南山村

“活出精彩，妇童同乐”素质提升项目的
其中一环，吸引了35个亲子家庭参加。

本次活动设有“垃圾分类大转盘”
“垃圾分类知多少”“行走的乒乓球”“天

天高尔夫”“垃圾分类精准投”“垃圾分
类打卡点”六个游戏摊位，在社工讲解
规则后，亲子家庭在社工的引导下积极
地参与到游戏当中。大家在游戏中学
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技巧，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家长和小朋友们配合默契，现
场欢笑声此起彼伏。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不仅
能在游戏过程中和孩子一起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我们也更直观地认识到垃圾分类
的必要性。”一名参与活动的村民表示。

南山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一方面旨在提前为孩子们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活动
增进亲子感情，增强村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及责任感。

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亲子家庭共学垃圾分类知识

亲子家庭
在参与垃圾分
类游戏。

本报记者
吴梓昊

余浩然 摄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 实习生甘园
园报道：5月25日下午，珠海市“金融进
园区”系列活动香洲区专场在三溪科
创小镇格创·集城招商中心举行。本
次活动吸引了泽冠科技、光纬金电科
技等近30家园区重点企业及多家银行
代表参加，针对香洲区南屏科技工业
园和三溪科创小镇园区科技和制造业
企业增容扩建、业务拓展等融资需求，
将金融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金融工作局主
办，香洲区金融服务中心、珠海格力香
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办，中国银行
珠海分行、珠海农商银行、远东宏信有
限公司协办。活动现场，香洲区金融
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针对最新出台的
《香洲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企业金融
支持的若干措施》及其细则进行宣
讲。据介绍，相关政策在贷款风险补
偿、贷款贴息、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
上市挂牌、金融科技扶持等方面为企
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政策扶持。同
时，香洲区通过搭建产业金融数字化
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数
据作用，推动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精
准融资服务，支持企业线上申报等，目
前该平台入驻企业超1200家，成功促
进融资超6亿元。

活动中，来自珠海农商银行、中国
银行珠海分行和远东宏信有限公司的
讲师根据园区产业定位及区内企业特
点，分别围绕“支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融资方案”“做珠海小微企业科创之
友”“助力企业打开融资空间”等主题
作专题宣讲，灵活采用讲案例、讲产
品、讲方案等方式，分析企业普遍遇到
的融资难题和解决对策，同时介绍适
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业务模式。

在对接交流环节，与会金融机构
与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精准融资对接，
面对面了解企业融资需求，为其提供
详细融资方案。“本次活动为企业与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高效沟通搭建了桥
梁，能够帮助我们结合自己企业的实
际，更好地获取金融资讯、了解金融产
品、获得金融服务，充分利用金融手段
提升企业资金管理和财务运作水平。”
珠海趣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小
辉对记者表示。

据悉，为贯彻落实“产业第一”决
策部署，强化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市金
融工作局谋划开展“金融进园区”系列

专题活动，活动覆盖全市九大园区，根
据园区企业特点专门安排银行、保险、
证券等金融机构与企业精准对接，服
务企业融资。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王
攀表示，该局将通过持续开展‘金融进
园区’系列活动，聚焦企业金融服务、
金融监管等方面的需求，根据企业反
馈不断调整优化活动形式与内容，让
参与企业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助
力企业发展壮大。

我市“金融进园区”系列活动在三溪科创小镇举办

将金融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

珠海市“文艺大篷车”走进斗门区莲洲镇

乡村振兴 曲艺赋能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5 月 29

日下午，“产业第一·文艺赋能”2022
年“文艺大篷车”戏剧曲艺进企业慰
问演出，在莲洲镇文化活动中心演艺
厅举办。期间，中国戏剧梅花奖得
主、红线女关门弟子琼霞献唱的粤曲
《荔枝颂》等节目，让人大饱耳福。本
次演出由市文联主办，市戏剧曲艺家
协会、斗门区曲协、莲洲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承办。

当日下午，在莲洲镇文化活动中心
演艺厅内，来自岭南大地、十里莲江、停
云小镇等本地文旅企业的代表及员工，
早早进场等候开演。期间，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红线女关门弟
子琼霞献唱了粤曲独唱《荔枝颂》等作
品；此外，传统豫剧、女平喉联唱、现代京
剧、民歌演唱、粤剧小戏、粤曲南音说唱
等节目，唱腔韵味十足、器乐演奏配合默

契，赢得阵阵喝彩。
本次活动结合演出，穿插进行了广

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知识问答，让群众
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第一时间学习
党代会精神。

“本次演出，是珠海文艺界响应我
市‘产业第一’、以文艺形式助力产业发
展的生动实践。”琼霞表示，希望能以戏
剧曲艺为桥梁，让产业工人在戏曲中感
受幸福与自豪，增强他们对珠海的归属
感，以主人翁的担当与奋斗精神打好产
业发展攻坚战。

为实现戏剧曲艺赋能的长效机制，
琼霞和莲洲镇委书记刘桂柱分别代表
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和莲洲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签订“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乡村振兴·曲艺赋能”战略合作协议，
致力打造以戏剧曲艺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和产业发展的新典范。

活动吸引了泽冠
科技、光纬金电科技
等近 30 家园区重点
企业及多家银行代表
参加。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