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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30日，对于开拓药业
（广东）有限公司而言并不普通。这
是他们进驻珠海国际健康港一周年
的日子。如今，当人们走进该公
司近2000平方米的研发基地，可见
实验机器高速运转，屏幕上的数据
不断更新……在这里，工作人员们
正加班加点进行新药研发工作，基
地内蓬勃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
刻。

作为金湾区 2021 年引进的
“明星企业”之一，开拓药业于去年

正式进驻珠海国际健康港，成为珠
海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上的一颗产
业新星。进驻一年多来，开拓药业
深耕小分子创新药研发，并迎来了
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新冠口服药
普克鲁胺III期临床成功等重要节
点，见证着该公司在金湾的进步与
成长。

与其类似的潜力项目，在健康
港并非少数。截至目前，珠海国际
健康港已有进驻项目23个，涉及生
物药、创新化学药、医疗器械及

IVD、医学检测、现代中医药等多个
领域。记者了解到，多元的入驻企
业，却有显著的共同点：注重科研创
新、人才实力雄厚、未来前景广
阔……这些特点彰显了进驻企业的
巨大潜力。

据金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
来金湾区始终坚持精准招商策略，这
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
显。生物医药产业是金湾区的优势
产业之一，现已有联邦制药、丽珠制
药、汤臣倍健等业内龙头企业。良好

的产业发展势头、充足的产业发展配
套，吸引了不少海内外科研创新团队
的目光。

为此，金湾区以珠海国际健康
港为载体，对这些创新企业一边“张
开怀抱”，一边“精挑细选”。经过多
轮背调与研判，一部分高潜力、快成
长的项目，得以成功进驻健康港。

“未来数年，这些企业的发展，将迎
来集中爆发期，为珠海生物医药产
业贡献更多‘金湾力量’。”金湾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23个项目相继入驻 多元招商增进产业活力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记
者从金湾区市场监督和管理局获悉，为
全面落实零售药店及农贸市场的疫情防
控措施，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6月19
日至22日期间，共检查零售药店61家
次、农贸市场70家次，因未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责令整改商户8家次、停业
整顿药店5家次，关停市场商铺1家。

此前，金湾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各类
工作群向农贸市场、零售药店等市场主
体推送最新政策措施，明确及细化防控
要点；同时，落实农贸市场“专人驻场”

制度，督促农贸市场落实“防疫三件
事”。在药店监管方面，金湾区严格落
实最新药品管控措施。19至22日共录
入购药人员信息5547人次，其中发现
黄码、红码人员信息3条，已全部推送
社区核实。

此外，金湾区市场监管局还针对各
药店，严格查验智慧监管系统上报情况，
对未完成进店查验、违反销售《目录》药
品“线上线下一致”要求的5家药店进行
关停。其中，平沙某市场店铺还因未参
加全员核酸检测而被强制关停。

6月金湾，生机勃勃。在珠海国际健康港
内，创新的热潮正在升温，激发着人们对于金
湾生物医药产业的无限期待。

在百试通的生物培养车间内，成千上万只
经过精心培育的试验用小白鼠，将发往各大生
物医药企业参与新药研发；

在开拓药业的生物实验室内，一众科研人
员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试验数据变化，记录在研
大分子生物药的最新进展；

在金湾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来自遵义医
科大学的多名博士研究生每天都准时来到这
里，开展新课题的攻关与试验。

……
2020年12月，珠海国际健康港正式竣工

建成，并随即迎来了第一批入驻企业。其后，
该园区配套的水质净化厂、动物实验中心等重
点项目相继落成，迎来更多入驻企业。现在，
该园区经由金湾区国企金航集团进行整体运
营。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园区规模逐渐成型，
该园区的业内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步发展成为
金湾区“7+3+1”产业园区布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珠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如今，以珠海国际健康港为中
心，分居南北两端的两大在建园区，
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南端，珠海国际健康港二期（南
拓区）的首期建设项目，已进入最后
的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7月底完
成建设施工任务。

北端，由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与金航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
金琴健康港项目与5月27日奠基
开工，预计明年12月底完成建设施
工。

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三大园
区建设成型，珠海国际健康港周边
将加速形成产业集聚，成为珠海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
量。

与一期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的
珠海国际健康港二期（南拓区），定
位为高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制造
基地，以标准生物制药厂房为主，
包括医疗器械厂房、员工宿舍楼、
高端生物制药厂房、动力中心、试剂
库等。

而在另一端的金琴健康港，则
定位高端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综合性载体平台。项目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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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将成为金湾区生物医药
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功能的战略
延伸。

两大载体充足的厂房空间，为
后续引进优质企业，提供了空间支
持。“有空间、有载体，才会有项目、
有发展。”据金航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空间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所重
点关注的元素。现在，在深圳、苏州
等生物医药研发领先城市，生产空
间的逐步饱和，越来越多科研成果
无法落地。

如何抢抓这些项目的落地机
遇？答案正在于“空间”二字。据该
负责人介绍，未来金湾区三大园区
同步投用后，将形成新的生物医药
产业高地，以充足的空间承载其他
城市的“溢出效应”，助力珠海生物
医药产业补链、强链、延链。

两大园区同步建设 园区联动构建产业高地

现在，当人们自机场高速向
三灶方向驶去，视线很难不被健
康港壮观的规模所吸引——5 栋
蓝色玻璃外墙的现代化大楼、多
栋精心设计的 GMP 厂房及数栋
配套建筑，共同构建了亮眼的园
区外观。

值得一提的是，该园区不仅有
“高颜值”，也有“硬实力”。记者了
解到，这5栋现代化大楼分别是研
发、孵化、中试及动物实验大楼。
这些大楼根据实际使用的需求，在

设计初期便规划了大型实验仪器
位置及配套，能满足科研及生产需
求，达到“工业上楼”的建设标准，
打造成为智能化、集约化的现代工
业空间。

该园区还配套有多个标准化打
造的GMP厂房，供生产型企业使
用。目前，GMP厂房的出租率已达
96%。同时，珠海国际健康港还配
备有智能仓储、人才公寓、咖啡厅、
餐厅等物流及生活配套，全方位匹
配入驻企业发展。

珠海国际健康港并非简单的
“空间载体”，更是促进企业发展
的“加速引擎”——自开园以来，
珠海国际健康港便致力于打造
成为集生物医药产、学、研、销、
服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综合服
务平台。

为此，该园区建设了生物医药
检验检测中心、医学动物实验中心、
临床试验中心等“5+2”科技配套平
台。其中，珠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已于2020年入驻并投入使用。此

外，由金航集团与遵义医科大学合
作共建的金湾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
一期也已投入使用，将致力打造成
为生物药CDMO区域中心及服务
华南地区的CMO基地。

为更好地服务园区企业，金湾
区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质量。其
中，园区运营方金航集团围绕园区
载体提供政策兑现、金融服务、人
才招聘、工商税法、品牌推广等非
核心业务外包平台，助力企业聚焦
主业发展。

空间+平台+服务 全流程产业服务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6月 23
日，在金湾区金融服务中心的指导下，金
湾区转贷资金管理机构珠海金航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金航公司”）与
区转贷资金合作金融机构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密切配合，成功为金
湾区内企业珠海胜隆电子有限公司解决
了500万元贷款到期的过桥融资难题，
这也标志着金湾区转贷专项扶持资金首
笔业务的成功落地。

一直以来，中小微企业常面临贷款
到期“转贷难、转贷贵”的问题，是实体经
济融资方面突出的痛点问题。为此，金
湾区政府高度重视，于2022年1月出台
《金湾区转贷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由金湾区财政出资5000万元设立
转贷专项扶持资金，在金湾区金融与产
业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委托金
航公司运营管理，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
区转贷资金合作银行向金航公司递交使
用转贷资金的申请，获批后即可快速完

成转贷，100万元贷款承担的转贷资金
使用费仅200元/天，大幅降低了企业转
贷成本。

据悉，此次首笔转贷业务受益的企
业是金湾区内一家五金冲压及机械零
件生产加工企业，企业负责人通过原贷
款银行中国银行珠海三灶支行了解到
金湾区转贷服务具体情况后，申请使用
转贷服务并递交了相应资料。“转贷专
项扶持资金是发挥财政资金解决中小
企业‘转贷难、转贷贵’的重要方式，同
时进一步提升了银行机构服务中小微
企业的力度，让企业获得更为优质的金
融资源，刺激市场经济活力。”金湾区金
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深入探索和优化转贷业务模式，积
极发挥财政资金扶持作用，加大政策宣
传力度，提高转贷专项资金的运营效率
和覆盖面，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转贷压
力，助力全区实体经济发展再上新台
阶。

金湾区转贷专项扶持资金
首笔业务成功落地

本报讯 甘丰恺报道：6月 23日上
午，“粤农技”田头课第12期直播活动
举行。此次直播活动聚焦珠海农业技
术推广领域，邀请了来自珠海市现代
农业发展中心的傅炽栋、吴国麟、周东
辉三位果树高级农艺师进行线上授
课，讲授珠海莲雾的专业种植知识，并
推介台创园产出的优质水果品种。直
播间高峰期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到
25.79万人。

“粤农技”田头课直播活动由省农业
农村厅指导，省农技推广中心、省农业对
外经济与农民合作促进中心、珠海市农
发中心、南方农村报社等单位主办，在

“粤农技”微信小程序上定期举办。在本

期直播活动中，专家们介绍了多个优质
莲雾品种，并详细讲授了莲雾的病虫害
防治技术方法及其他种植注意事项。此
外，直播活动还安排了企业走访和现场
品鉴等环节，由专家带领拍摄组走进田
间地头，现场检测 莲雾果的甜度、肉质、
色泽、大小，并推荐台创园产出的优质莲
雾和其他水果品种。

据介绍，今年以来市农发中心积极
尝试运用新方法、新模式、新平台推广农
业技术，本次直播便是该中心的一次创
新尝试。下一步，市农发中心将进一步
创新服务机制和工作方法，探索更多高
效的农业科研、推广服务和农技培训新
模式。

专家企业联动 推介珠海水果
线上直播获20余万人观看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 25
日，广东省民间青少年足球联赛珠海
赛区决赛落下帷幕。此次比赛由南方
报业传媒·南方体育、广东南方起跑体
育产业有限公司主办，广东索卡集团
承办。该赛事跨度近两个月，共吸引
了43支队伍、6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
员前来参赛。各组别于 25日决出了
最终名次。

此次比赛的举办地索卡体育训练
基地，是目前珠海市唯一的国际A级赛

事标准足球场地，引进了全天然草皮及
给排水设备，并设置有多个11人、7人
标准球场。良好的球场条件也吸引了
诸多赛事举办方的目光。6月11日至
19日，备受关注的“省长杯”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女子丁组）比赛，便在该基地顺
利举行。

记者了解到，未来该基地还将进一
步扩充规模，提供专业足球训练服务，满
足高标准赛事的举办需求，打造成为珠
海体育文旅行业的一个亮点项目。

落实防控要求 严查市场药店
金湾区开展市场药店防疫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对市场商铺开展防疫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省民间青少年足球联赛

珠海赛区决赛举行

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琴健康港项目效果图。

科研人员在珠海健康港实验室里进行实验。 珠海国际健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