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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吴佩盈报
道：“你在小区里乱扔垃圾被摄像头拍下
来了，街坊邻居们都看到啦，真是太丢人
了！”近日，涛景花园小区居民张女士一
回家就批评了丈夫李先生。拍下李先生
不文明行为的正是拱北街道前河社区近
日新增设的“云监督”平台，高清摄像头
24小时在线“捕捉”公共区域乱扔垃圾、
车辆乱停乱放、不拴绳遛狗等不文明行
为，并将不文明行为以图片形式实时传
送到小区出入口的“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电子显示屏），进行循环播放，让大家共
同监督、守护小区的整洁环境。

“云监督”平台和“不文明行为曝光
台”是前河社区党委与业委会协商制定
小区文明公约并征求意见后实施的“民
生微实事”项目。涛景花园小区业委会
主任吴勤素表示：“‘云监督’平台运行
后，小区内乱扔垃圾、垃圾不分类、车辆

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大幅减少，越来越
多业主自觉遵守文明公约。”

城市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居民的举
手投足间。而居民的一言一行，受到宣
传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上，前河社区党委把宣传教
育当作重中之重。除了张贴海报、派发
宣传单等传统方式外，社区党委创新宣
传路径，通过在12个小区设置电子显示
屏，发布更新创文公益广告，让文明观念
深入人心，提高居民对文明城市建设的
知晓率。

同时，社区党委也在电子显示屏上
播放民生微实事项目介绍，加大对路面
修复、增设儿童设施和健身器材、道路划
线提升等文明惠民项目的宣传。在今年
一季度市文明办组织的模拟测评调查问
卷中，前河社区居民对创文的支持率和
满意度均达95%。

据了解，前河社区党委将继续运
用智能科技织密文明宣传网，进一步
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建设氛围，引导
更多辖区居民共同参与到文明城市建
设行动中。

拱北街道前河社区建设“云监督”平台
公共区域高清摄像头24小时曝光不文明行为

前河社区“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纪瑾报道：轮胎干瘪、
布满灰尘、零件破旧，在吉大街道南山辖
区某大厦的公共停车区域，两辆“僵尸
车”长年盘踞于此，不仅侵占和浪费了社
会公共资源，加剧停车难问题，同时影响
市容市貌，成了城市的“另类垃圾”。

为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盘活公共停车资源，6月13日，
吉大街道联合交警部门、南山社区居委
会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根据
《香洲区废弃机动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要求，街道和交警部门的执法人员现场

与车主取得联系，进行政策解读并告知
后续车辆报废处理的详细流程。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沟通，车主表示愿意配合交
警部门拖走车辆。

据悉，为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切实
消除安全隐患，助力文明城市建设，香洲
区近日在辖区内开展全面摸排“僵尸车”
工作。截至6月13日，该区通过地毯式
排查，共发现296辆违法停放的“僵尸
车”，其中清理拖走133辆，其余问题车
辆仍在公告期内，待车主处理或公告期
满上报交警部门处理。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记者近日
从香洲区垃圾分类办获悉，自去年6月1
日《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施行以来，香洲区深入探索“2+3+
4+5”工作法，即“2”种激励找路子、“3”
套机制定调子、“4”种宣传迈步子、“5”
项措施沉身子，进一步提高了生活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据了解，在正向激励方面，香洲区
2021年发放了117.3万元补助资金，对
个人、家庭和居民区、学校、医院、商场等
510个单位进行了激励；2022年以通报
表扬为主、资金激励为辅，共设置了664
个激励名额。在反向惩戒方面，加强生
活垃圾分类执法巡查检查力度，严查拒
不履行垃圾分类法定责任、拒不整改、混
装混运等突出违法行为，2022年以来处
罚垃圾分类相关违法行为约2万元。

在建立垃圾分类机制方面，建立了
以区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机制，
成立了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推进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立
了目标责任机制，制定了《珠海市香洲区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2022- 2025
年）》《珠海市香洲区2022年生活垃圾分
类提质方案》等，明确各阶段、各单位工
作目标和任务；健全了日常管理机制，出
台了《香洲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商机制》
《香洲区生活垃圾分类考核机制》等，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常治长效。

在垃圾分类宣传方面，在全区60个
公交候车亭、60块路名牌、20台公交车
身以及多处户外宣传栏设置了垃圾分类

宣传广告；持续开展入户宣传、主题活
动、大型培训、资源回收等活动，让垃圾
分类“见于行、入于心”；建设了翠香街道
垃圾分类体验馆和梅华街道垃圾分类体
验馆，自《条例》施行以来，共接待市民游
客12691人次；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
络等媒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宣传，
今年以来，学习强国APP、南方日报、珠
海特区报等主流媒体对该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进行上百次报道。

香洲区还制定了5项推进垃圾分类
措施，一是优化分类投放设施，全区共升
级改造了1009座环保垃圾屋、新建了
1533座分类收集亭，配套遮雨棚、宣传
栏、照明系统、语音提示、视频监控、洗手
盆、洗手液等硬件。二是组建督导员队
伍，在全区2433个分类投放收集点配备
了垃圾分类督导员，通过“桶边督导，重
点辅导”，进一步提高分类成效。三是改
造垃圾压缩站。遵循安全、环保、智能、
经济的原则，对现有垃圾转运站进行升
级改造，目前已改造完南坑市场垃圾压
缩站、沿河东路垃圾压缩站等数十处中
转站。四是完善分类收运链条。建立了
富有香洲特色的厨余垃圾“驳运+直运”
收运体系，驳运由各镇街负责组织落实，
直运由海宜公司及正圆公司定时收运。
五是建成后端处理中心。香洲区生态资
源利用中心（一期工程）位于沥溪填埋场
西南部，105国道东北部，占地面积约
2.6公顷，融合园林绿化垃圾与大件垃圾
处理以及可回收物分拣功能，已于4月1
日建成并试运行。

香洲区深入探索垃圾分类“2+3+4+5”工作法

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前山街道
垃 圾 分 类“ 大
篷 车 ”启 动 巡
回宣传。

香洲区供图

多部门联合行动

清理整治“僵尸车”

30个优质产业项目签约落地
香洲区赴深圳举办5.0产业空间招商推介会

采写：本报记者 佘映薇 摄影：本报记者 赵梓

产业空间集中亮相、优质项目纷至沓来……6月
13日，由香洲区人民政府、珠海市招商署主办，香洲
区投资促进中心承办的“深珠联手 合作共赢”香洲区
5.0产业空间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行。推介会邀请
了逾70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装
备制造类企业参与，集中展示了珠海市、香洲区的产
业空间和投资环境，为深化深珠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

搭建平台，推动了30个优质产业项目签约落地。
珠海市委常委、香洲区委书记李伟辉表示，香洲

区将紧扣“产业第一”决策部署，抓住创新引领发展
的“牛鼻子”，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共同谱写深珠
合作新篇章，以最大的诚意与企业同谋发展、以最优
的环境与企业共同成长、以最好的服务与企业共创
未来。

如何推动深圳优质产业资源、创
新资源与珠海市、香洲区空间资源精
准对接，进一步发挥两地协同发展优
势，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集聚
势能？

推介会上，香洲区委常委、副区长
孙成从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人才政
策、金融支持等方面集中介绍了香洲
区的资源禀赋和投资环境，阐述了两
地合作发展的广阔空间。珠海格力集
团有限公司、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依次上台，推介了格创·集城、香
洲创港中心、正菱高科园区等一批产
城融合创新载体。

项目落地首先需要空间保障，产
业提质升级道路上，加快拓展产业发
展空间是应有之义。根据规划，香洲
区将确保 2年内建成标准厂房 550
万平方米，其中国企代建200万平方
米，令优质项目在香洲区实现“有地可
落”，实现“空间等项目”。

香洲，立足于创新产业发展，走上
了一条低成本优质产业空间供给的创
新之路。

据介绍，格力集团作为珠海市首
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打造三溪科创小镇、香山·日
新、格创·润谷等一批产城融合创新载
体，助力香洲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服

务产能落地投产。其中，总投资超80亿
元、总计容建面超85万平方米的三溪科
创小镇项目是珠海主城区首个产城融
合项目，涵盖标准厂房、轻生产空间、研
发用房、酒店办公、商业中心、生活配
套等功能，打造具备完善产业生态和
服务配套的智慧型产业园区。此外，
格力集团还通过政府代建模式，参与
建设管理三溪小学、三溪幼儿园、邻里
中心、三溪路等一批重点园区配套项
目，释放片区招才集智“强磁力”。

正方集团目前正在招商及规划建
设的产业载体总建面超100万平方
米，包括香洲创港中心、正方云创园
（三溪）、凤山科技园、暨南大学科技园

等项目，物业类型包括通用厂房、新型
产业厂房、研发办公、独栋办公、配套
宿舍等，着力打造“一园一特色”产业，
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政策、人才、
技术、金融等服务。目前部分项目处
于规划设计阶段，可根据企业需求量
身定制厂房。

由正菱控股高标准打造的正菱高
科园储备工业厂房建筑面积约30万平
方米，在建新工业厂房建筑面积约20
万平方米。同时正菱控股加大“以投
促引”“以租促引”力度，促成一批高成
长创新型项目落户正菱高科园，2022
年正菱控股预计将运营10个产业园
区，推动超过100家企业落户香洲。

优质产业载体集中亮相

为企业提供低成本优质产业空间

今年以来，香洲区积极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产业第一”决策部
署，全区上下凝聚起抓项目、抓招
商、抓发展的强大共识，随着优质产
业载体加快建设，一批优质项目纷
至沓来。

推介会上，中兴系统集成、翰亚微
电子、沃信达科技等30个高成长创新
型项目签约落地。项目囊括光电、智
能检测与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集
成电路等香洲区重点产业方向，签约

载体面积共计13.22万平方米，项目
落地后将为香洲发展引入源源不断的
产业活水。

“香洲区翘首以盼，欢迎更多有
创新力、掌握真本事的企业来香洲
看看，香洲区将千方百计为企业创
造良好的条件，解决厂房、人才、资
金等问题，令优质项目在香洲区引
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推介会上，
李伟辉的承诺掷地有声，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香洲区服务企业的真情实意、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主动担当令人印象
深刻。”深圳翰亚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培对记者表示。翰亚微电子
从事高档光刻胶及核心树脂研发生
产，是国内拥有该领域“卡脖子”技术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感受到了
香洲区对人才的求贤若渴和极强的服
务意识，这让我们对珠海这座城市更
加向往，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王培说。

君安智感（深圳）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胡欣充分肯定了香洲区

“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他所在的企
业主要与华为生态链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利用技术手段综合治理社区不文
明行为，如高空抛物、垃圾分类、电梯
内抽烟等。“我们计划在珠海建立机器
视觉社区治理运营服务中心，后续将
与相关部门沟通政策保障、配套服务
等内容，推动服务中心和相关业务尽
快落地。”胡欣表示。

30个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签约载体面积共计13.22万平方米

在前不久召开的香洲区产业发展
大会上，总投资156.6亿元的27个项
目启动建设、总投资51.1亿元的17个
项目落成、投资总额207.7亿元的124
个项目签约落地……优质项目纷至沓
来，是香洲区紧扣“产业第一”、开展

“全域全员全链条”招商的一个缩影。
惟实、惟效、惟快。为加快招商引

资步伐，香洲区相继成立了区招商委、
区港澳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指导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充实招商
人员队伍，开展重大招商活动及赴外
招商，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抓项
目、抓产业、抓工业氛围逐渐形成。

打赢园区提升攻坚战。香洲区三
年内将投入150亿元提升南屏科技工
业园、三溪科创小镇基础设施，同时完
善园区配套服务设施，补齐商业设施、
休闲场所、公共服务等短板，加快园区
学校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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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创新发展攻坚战。针对处于

初创期、成长期等不同发展时期的企
业，香洲区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政
策——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培育工
程，加大引进新企业、新项目力度；实
施好“香山人才计划”，力争年内新增
人才 1万名，其中高端人才不少于
200名；继续做大政府投资基金规模，
每年投入超5亿元财政资金，通过“以
投促引”促成一批高成长创新型项目
落户。

打赢产业招商攻坚战。香洲区争
取全年引进1000个高质量项目，主
动出击抓招商，成立多个招商工作组
开展高频次、点对点外出招商，变“等
商”为上门“找商”“抢商”。严把项目
准入关，算好“六盘账”，靶向招引一
批具有“造血”功能的产业项目。推
动产业项目快速落地，形成产业项目
闭环管理，力促项目快落地、快建设、
快投产。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招商队

伍，打造一批懂产业、懂政策、能与企
业家对得上话的招商精英，形成全员
招商的良好氛围。

活力四射、充满希望的香洲，正在

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坚定不移扛起主
城区担当，以一个个“硬招”“实招”、一
个个丰硕的成果，助力珠海打造枝繁
叶茂的“产业森林”。

市区联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全力打赢招商引资“三大攻坚战”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依次推介了珠海一批产城融合创新载体。

推介会上，中兴系统集成、翰亚微电子、沃信达科技等30个项目签约落地，涵盖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