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打造“实体经济”发展高地

金湾区致力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产业第一”

产业第一，催人奋进。5月初，金湾
产业发展大会举行，63个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合作金额超1800亿元，为金湾区
充实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也提振了
成为珠海工业发展的主阵地的信心。

然而，大量优质项目落地，亟需配套
优质服务。如何激发项目“最大潜力”，做
实“产业第一”？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
牌，打造“实体经济”发展高地，成为了金
湾人交出的一份答卷。

近年来，金湾区为服务产业发展大
局，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高效便
捷的商事登记环境、服务最优的政务服
务环境、自主便利的投资环境、活力迸发
的创新创业环境，配合金湾“产业第一”
系列政策落实落稳。

金湾营商环境升级的成效，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去年以来，高景太阳能等
一批重大项目进入落地“快车道”，开启“拿
地即开工”“交地即发证”的新服务模式，翻
开了金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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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珠海市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来到金湾区不动产登记综合
服务厅，为其新的产业用地项目办理不
动产权证。上午刚交完资料，下午就拿
到了证。这也是金湾区首宗以“交地即
发证”模式发出的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
金湾区“交地即发证”模式正式启航。

“以前，土地供应后再进行不动产登
记的办理流程较为复杂、耗时较长，现在
我们通过部门联动、信息共享、结果互认
等手段，尽最大努力缩短企业从拿地到

拿证的时间差。”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金湾分中心副主任段泽洋介绍，“交地即
发证”的新模式将有效降低企业投资成
本，助推企业发展。

这样的创新尝试，在金湾并非个例。
今年以来，金湾区紧密围绕产业发

展大局，相继推出了“产业第一”系列促
进政策。其中，金湾区《“产业第一、项目
为王”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要全面落实

“七个一”推进机制，（一个项目、一个牵
头区领导、一个专班、一个工作群、一张

作战表、一月一次现场推进、一抓到底），
建立挂点服务企业和在建项目制度。

精准的服务，需要配合精准的措
施。依托“产业第一”系列政策的加持，
金湾区全面理顺了产业发展在招商、土
地、资金等方面的流程，简化了项目审批

“繁琐环节”，建立多条项目落地“快速通
道”，打开多个项目服务“绿色窗口”，使

“拿地即开工”“交地即领证”“短时间投
产”成为现实。

备受瞩目的高景太阳能项目，便是

金湾营商环境的受益者之一——去年1
月，高景太阳能一期项目动工，历经140
余天的建设后便成功投产。令人侧目
的“金湾速度”，离不开产业服务的有力
支撑。

“我们为企业提供土地、水电、安全等
方面的专业支持，以及项目审批等方面的
专业服务，有效加速了项目的落地投产。”
金湾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
的例子在金湾区将越来越多、建成投产速
度越来越快。

服务“产业第一”全面简化项目落地流程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
日，2021年度珠海市医药健康制
造业十强企业出炉。经珠海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遴选、审议和公示，
珠海市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汤
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4家金湾区生物制药企业榜
上有名，分列第1、2、3、8位。

近年来，珠海、金湾相继出台
了市、区一级产业促进政策，为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目前，金湾区已成
为珠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的“主战

场”，基本形成以医药制造业为主
体、医疗器械为支撑、精准营养和
化妆品为补充的生物医药与健康
产业体系，拥有丽珠、联邦、汤臣倍
健等重点企业。

金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也成功助力珠海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获评为国家发改委第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1年
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达300.90亿元，同比增长
8.2%，其中医药制造业增加值达
81.89亿元，同比增长19.5%，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1%。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
去年6月，“金湾黄立鱼”正式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依托“国字号”加持，金湾黄
立鱼在市场上屡屡创下不错的
销售成绩。然而，金湾黄立鱼的
繁育、养殖及生长过程，却不为
广大市民群众所熟知。

近日，记者从金湾黄立鱼现
代农业产业园了解到，该园区将
于本月11日14时举行“探索元

‘鱼’宙”主题直播活动，跟随直

播的视角走进从事黄立鱼良种
繁育的龙胜良种鱼苗培养有限
公司及一田农业生态园，揭开金
湾黄立鱼繁育工作的神秘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方还为
观众准备了多份神秘大礼，包含
马友鱼、虾干、虾酱等特色产
品。届时，打开抖音平台搜索：
珠海市金湾区农村产业发展促
进会，或打开微博搜索“金湾黄
立鱼”，即可进入直播间观看并
参与抽奖。

探索鱼类奥秘 领取丰厚礼品
金湾黄立鱼线上直播活动即将开启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
月1日，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前
进社区党委的指导下，同心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驻前进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举办“党建引领促和
谐·粽艺共筑邻里情”前进社区
端午主题活动，吸引近40名社区
居民们前来参加。

当天的活动设置了端午故事
分享、DIY粽子、有奖问答等环
节。其间，工作人员抽取端午常
识、党史知识相关题目现场提问，
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丰富现场参
与者的知识，现场居民们积极踊
跃、举手抢答，场面热闹非凡。

在包粽子环节，社区的厨
艺“高手”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看
家本领。只见人们熟练地把粽
叶挽成漏斗状，然后再用粽叶

把米、肉等馅料包住，一缠一系
便制成了一个个结实而饱满的
漂亮三角粽、四角粽、甚至是多
角粽。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介绍
自己家乡端午节习俗，整个活动
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活动
结束后，前进五队的莲阿姨开心
地说道：“今天玩的很开心，大家
在一起玩游戏、包粽子，很有节日
氛围。而且还了解到不同地方的
粽子文化，非常感谢社区举办这
个活动”。

本次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
们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增进
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交流，同
时弘扬了传统节日文化，增加居
民的党建知识，促进了邻里和谐
社区的建设。

树下“粽”艺会 共筑邻里情
前进社区举行端午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
报道：6月6日，前进社区图书阅
览室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入使
用。新的图书阅览室区分了儿
童阅览室和成年人阅览室，不仅
增加了阅览面积，还设置了全新
的空调、桌椅等设备，并根据社
区居民阅读偏好，有针对性地对
接区图书馆图书资源，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阅读需求，为居民提供
高品质的社区阅览空间。

据了解，该阅览室在册书
籍近3000册，涵盖思想哲学、法
规法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
农业科学、医疗健康等多个门
类，其中儿童阅览室有儿童绘
本、儿童文学、中外经典名著
等，居民凭借居民身份证即可

办理书籍借阅。前进社区图书
服务点管理员表示：“以前阅览
室地方比较小，图书比较旧，环
境还不怎么好，所以社区居民
很少来看书。现在的阅览室不
愁新书看，环境也很好，成为了
大家尤其是学生在假期的首选
休闲场所。”

前进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社区将联合金湾区
图书馆，根据居民需求继续添
置书籍，不断丰富阅读资源，满
足不同居民的阅读需求，并计
划在暑期开展读书分享会、亲
子阅读等系列活动，将知识服
务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家家户
户，使图书阅览室成为社区文
化服务的好阵地。

在册书籍近3000册
前进社区高颜值新图书阅览室投入使用

居民在前进社区新图书阅览室阅读。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4月25日，金湾区知识产权局发布
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年底金湾区的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1.59件/万人，大
幅领先我国15.8件/万人、全省28件/万
人的拥有量，在全国县级区域中处于领
先水平，彰显了金湾区旺盛的创新创业
活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提
升创新活力，才有更为优质的营商环
境。对此，金湾人深谙此道——近年
来，金湾区持续加大力度，推动知识产

权保护，维护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保
护区内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优化营商环
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中，去年12月，广东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维权援助（金湾）工作站正式挂牌
成立，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申请授权、纠
纷处理和诉讼咨询等各类服务，开启了
金湾区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新
篇章，获得区内企业的广泛好评。

然而，创新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政
策的赋能。近年来，金湾区在金融支持、

人才扶持、交通服务等方面加大赋能力
度，推动区内企业加快创新创业的步伐。

在金融服务方面，去年金湾区协调
区外融资租赁机构为区内企业融资超
1.2亿元，供应链融资72笔 3.5亿元，保
险理赔19笔共2.9亿元，并计划强化对
生物医药等“5+2+N”现代产业体系的支
持力度。

在人才扶持方面，去年金湾区累计
发放各类人才奖励补贴约1亿元，惠及
超过1.2万人次；累计发放人才各类住

房补贴1704万元，惠及1562人次，加紧
落实技能人才培训，培养更多创新型、
实操型人才，更好地匹配区内产业人才
需求。

在法律服务方面，金湾区还率先启
动涉外法律服务项目，成立的区级涉外
公共法律服务团，为涉外企业、人士集中
提供“靶向式”的精准优质法律服务，并
加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之间的法律
联动，提升实体经济领域的涉外法律服
务水平。

助力“活力迸发”赋能创新创业行稳致远

现在，人们来到金湾区市民服务中
心的各办事大厅，依托高度集成的信息
化服务硬件设施，可以轻松自主完成数
百项个人或企业申报事宜，并在线上平
台直接跟进办事进程、获得审批结果，告
别了以往办事“排长龙”“往返跑”的情
况，极大地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助力
提升全区营商环境水平。

“高效率”源于“察民需”。
近年来，金湾区深入调研政务服务

流程，不断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为审批程序“做减法”。目前，金湾区
592项行政许可事项承诺时限，在法定
时限基础上压缩率达 95%以上，促使
事务办理的跑动次数大幅减少，行政
许可事项均已实现“零跑动”。

与此同时，金湾区还大力深化“免证
办”服务，实现137项政务服务事项、229
个免证清单、23种常用电子证照免实体
证件办理。在此基础上，金湾区还大力

推动系统自动审批，现已开设有10项政
务秒批事项，极大地缩短了部分简单业
务的流程。

“办的快”源于“广合作”。
为加快经济要素流通，服务跨市业

务办理，金湾区还与贵州省遵义市、与深
圳市宝安区、佛山市顺德区等省内11个
区域推出“通办”事项。去年，金湾区累
计办理业务跨省通办209宗，省内通办
394849宗，“全城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累

计办理业务252458宗，打通了政务服务
通办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也为各外贸
企业，提供专业的贸易配套服务，积极鼓
励和协助区内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申报商
务部“白名单”。同时，协助得理乐器、力
派尔、日伸电器、桥椿金属、普兰帝船舶
工程等52家企业做好加工贸易手册免除
保证金工作，直接减少企业运营成本超
7.5亿元。

保障“效率为先”打造优质政务服务环境

金湾区4家企业
入选市医药健康制造业十强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6月1日，金湾区首宗以“交地即发证”模式发出的不动产权证书。 市民在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