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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 月
28日，金湾区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举行，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近百名党员
代表到场参与。此次活动以“抓产业
促发展·功成必定有我”为主题，包含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体
诗词朗诵、重温入党誓词等多个环
节，以此凝聚金湾区做好做实“产业
第一”决策部署的精神动力，激励做
大做强“项目为王”高质量发展的担
当作为。

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环节中，金湾区委书记、珠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梁耀斌上台，
向14位老党员代表致以亲切问候，
并向他们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
念章。记者了解到，在这些老党员
中，不少人是金湾区最早一批的拓

荒者、建设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
守，他们见证金湾区从偏居一隅的
小渔村，发展成现代化的西部新城，
迈步成为“产业第一”主阵地。在现
场，参会人员以热烈的掌声向14位
老党员致意。

在集体诗词朗诵环节中，中共珠
海市金湾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
共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委员会、红旗
镇委员会、南水镇委员会、平沙镇委
员会，中共珠海市公安局金湾分局委
员会，中共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健康工
作委员会，金湾区四套班子领导等依
次上台，用诗歌朗诵的形式，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融入自身真情实感，歌
颂党和祖国的伟大成就，表达投身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以此展现奋发
有为的党员面貌，传承不忘初心的党

员使命。
记者在现场看到，诗词朗诵节目

配上大屏幕上的视频背景，为在场观
众带来了独特的视听感受，展现出金
湾区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面貌。其
中，金湾区四套班子领导共同上台朗
诵了《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字
字铿锵、情感真挚，带领在场党员同
志共同重温了经典诗词的气魄与魅
力，传承坚强有力的党建精神，鼓励
金湾区各界党员积极作为，迈步新时
代、跨越新征程。

活动最后，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
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将活
动推向高潮。龙均海是此次获颁“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的老党员之
一。作为1969年就在平沙中学从事
英语教学的老平沙人，他还曾担任平

沙中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对于此次
受邀参与此次活动感到十分激动。

“从蕉林鱼塘变成高楼林立，金湾在
这几十年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是共产党带领下的巨大成就，
也是每位党员干部努力和拼搏的结
果。”龙均海表示。

同样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的老党员毛矛，作为珠海航展最早
一批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在数十年间
历经黑龙江、江苏的工作经历，并最
终于上世纪80年代扎根珠海、扎根金
湾。在他看来，金湾区的产业发展不
仅有深厚的基础，也有高质量发展的
土壤。对于金湾区的发展，他的言语
中充满了无限的自豪与殷切的希
望。“希望金湾区的未来发展越来越
好！”毛矛对记者表示。

创新驱动自主研发 换挡提速“跑着前进”

蓝图科技描绘中国造奋斗“蓝图”

6月28日，在珠海蓝图控制器科
技公司位于红旗联港工业区的厂房
内，蓝图自主研发生产的自行车变速
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自流水线产出、
装箱、发货。

“中国虽然是自行车生产大国，
但作为核心零件的变速器，却长期被
国外企业垄断。”该公司总经理刘春
生介绍。这样的局面让彼时任职于
某国外自行车零件大厂的他，萌生了
一个创业的念头——“外国能做的，
我们也能做。”

2016年，他与妻子来到金湾智造
大街奋发创业，自主研发生产自行车
变速器。从手绘图纸，到建模成型，
再到走向市场。蓝图走过的每一步，
都是技术的积累。现在，蓝图已在全
球范围内布局出货，与多个知名自行

车品牌建立合作关系，并在俄罗斯等
地成立了多个技术研发中心，开辟国
产自行车零件的新赛道。

“低碳生活、绿色生活，是我国在
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所号召的
新的生活方式。未来，将有更多人爱
上骑行，做大做强自行车市场。”刘春
生表示。

“电子变速器的原理，就是利用
电信号控制换挡。人们用手轻轻一
摁，就能实现快速换挡，比机械换挡
更省时、省力。”刘春生介绍。然而，
尽管电子变速器的原理并不复杂，但
做出适配市场的产品并不容易。记
者了解到，电子变速器必须做到轻量
化、小型化。同时，电子变速器的耐
用性、可靠度也很难满足长期使用的
标准。

“各大厂家都在布局研发电子变
速器，但能上市的寥寥无几。”刘春生
表示，这对于蓝图而言是一个“弯道
超车”的机遇。“像电动汽车一样，国
产电车正在崛起，这给了我们信心。”
刘春生表示，蓝图将在近年密集推出
数款电子变速器，在人车交互上做更
多文章。“下一代智能变速器，将能根
据路况实现自动换挡，让中国变速器
助力骑行更容易！”刘春生介绍道。

从智造大街的一个小车间，到定
家湾的一个大工厂，蓝图的成长史是
不少金湾创新型企业的缩影。2016
年起步的蓝图科技，吸引了金湾的目
光。依托政策赋能、服务加持，金湾
鼓励蓝图坚持技术创新，做好做实新
技术研发。

2020年，蓝图科技的员工数量、

经营收入、市场占有率均翻了数倍，
原有的生产场地，已无法满足“跑着
前进”的蓝图科技。为此，蓝图科技
从园区内“毕业”，并在区内新建厂
房，翻开发展的新篇章。现在，蓝图
科技位于定家湾工业园的新厂房已
正式动工建设。建成后，蓝图将迎来
全新的生产线，产能得到大幅度提
升。

“我们的经验证明了，在细分领
域做大做强，也具有十分广阔的空
间。”刘春生介绍。在他看来，从“创
业”到“毕业”，蓝图科技的未来，也是
诸多金湾小微企业的未来。未来，金
湾锚定“产业第一”，目标建设为珠海
产业中心，金湾的产业发展将迎来百
花齐放新格局，为如蓝图这般的创新
企业创造更大机遇。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高
栏港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联合平沙镇文明
办对迎雁北路、迎雁东街、平塘路、美平
广场、美平一街、美平二街、京华假日湾
小区周边路段等多个人流密集的区域，
重点开展不文明养犬巡查整治行动。

此次活动重点巡查整治遛狗不牵
绳、养犬不登记等不文明养犬行为，同时
加强文明养犬宣传引导。5月以来，巡
查行动共出动154人次，纠正不文明养
犬行为280余起，派发文明养犬宣传单
张980余份，发出整改通知书13份，抓
捕流浪犬15只。

行动期间，民警针对巡查中发现的

遛狗不牵绳等不文明养犬行为，对犬主
进行现场教育，发放文明养犬知识宣传
单并责令其改正。据介绍，接下来，平沙
镇将继续加强辖区不文明养犬巡查整
治，加大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
进一步规范居民养犬行为，提高居民依
法养犬、文明养犬的意识。

据巡查行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行动严格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养犬管理
条例》进行。根据《条例》，在严格管理区
内，养犬人携带犬只外出，未佩戴犬牌、
未用犬绳牵领犬只或犬绳超过两米的，
将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将处以200元罚款。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28
日，记者从金湾区教育局了解到，金湾区
正式发布新一期正规校服购买线上线下
渠道信息。

其中，三灶片区校服销售点位于金海
岸大道西伟民广场（穗华书城内）。红旗
片区销售点位于广安路46号（穗丰书城
内）、西湖城区金城路348号（新睿文具商
行）。平沙片区销售点位于坪苑横巷3号
及平沙洲际豪庭港新体育门店。南水片
区位于海安路5号一层102-103商铺。
线上购买的官方平台也已同步上线。

据介绍，线下及线上正规渠道销售

的校服，均为经专业机构检测的正品校
服，质量均有保证。然而，近期市面上出
现的假冒伪劣校服，其外观与正品校服
十分相似。为了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金湾区教育局发布提示，提醒各位学生
家长切勿在校门口、居住小区、小卖部等
地方购买私人兜售的校服。

目前，金湾区现有的正规校服品牌
有两家，分别为“simba&nana”（生产厂
家：宁波艾利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青叶子”（生产厂家：深圳市思贝特服饰
用品有限公司）。购买校服时，需认清正
品校服品牌及校服胸标图片。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 27
日上午，2022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日”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期间，珠海金
航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获颁为广东省
2022年认定的省级小微企业“双创”示
范基地，是获颁企业名单中唯一上榜的
珠海企业。

作为金湾区下属国企，金航产业开
发公司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落实落
稳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服
务。其中，该公司以金湾国际健康港为
载体，通过组织园区“生物说”沙龙、专题
培训、政策讲座等31场次园区服务活
动，推动中小微企业间信息互通、优势互

补、资源互享。
此外，该公司还根据在孵团队和企

业实际需求及发展现状，定制化政策发
展规划，提供政策辅导、项目申报、项目
推介、引进融资等协助服务，充分发挥园
区孵化器服务作用，有效促进中小微企
业创新创业，助力园区企业资质提升。

下一步，该公司将针对中小微企业
服务需求，通过开展一系列培训及活动，
为园区企业提供专业化、特色化服务，构
建从孵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企业培育能
力，通过高质量的服务切实促进中小微
企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广东省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作用。

2022年省级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出炉

金航产业开发公司成珠海唯一上榜企业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 28
日，记者从金航公司了解到，金湾区国际
健康港入驻企业绿竹生物计划在今年第
三季度赴港上市。上市后，该公司将成
为继开拓药业后，第二家在港股上市的
园区进驻企业。

绿竹生物最早创立于北京，早期曾
结合已掌握的多糖蛋白质偶联技术，成
功开发出了多种细菌多糖蛋白结合疫苗
和高纯度低热原的多糖疫苗，成为全球
首家开发出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结合疫苗的企业。

截至目前，绿竹生物已累计申请创
新药发明专利12项（PCT 2项）、授权发
明专利5项；近5年来获得单克隆抗体
生物类似药临床批件2个，双特异抗体
临床批件1个，灭活病毒性疫苗临床批

件1个，重组病毒蛋白疫苗批件1个。
2021年8月3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正式批准绿竹生物技自主研发的
1.2类创新药重组带状疱疹疫苗（CHO
细胞）开展新药临床试验（IND）。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和今年1
月，绿竹生物宣布先后完成3.5亿元B轮
融资和1.2亿元B+轮融资——其中B轮
融资由建银国际领投，两家A+H股上
市公司泰格医药、丽珠医药战略投资，多
家投资机构跟投；B+轮融资则由和瑞创
投、銘丰资本、陕西金控/新时代资本、铭
盛资本等机构和战略方共同投资。

据B+轮投资方透露，绿竹生物的重
组带状疱疹疫苗现已向美国FDA申报
临床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个向美国申请
疫苗临床研究的企业。

先后完成B轮和B+轮融资

绿竹生物计划第三季度赴港上市

平沙镇开展不文明养犬整治行动

纠正不文明养犬行为280余起

金湾区教育局发布校服采购提示

校服购买要“避坑”认准正规销售点

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在上体育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在巡查整
治行动中，工
作人员向犬主
发放文明养犬
知识宣传单。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珠海蓝图控制器科技公司生产车间。

朗诵者精神饱满、声情并茂地歌颂党、歌颂祖国，激发了观众的共鸣。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编者按：你身边有多少东
西是“金湾制造”？红酒自动
开瓶器、电子琴、小米电视盒
子、山地自行车、保健品……
这些产品都有可能出自金
湾。以工业立区的金湾，“产
业第一”是坚定不移的战略选
择，为展现金湾区打造全市产
业发展主战场的决心，珠海传
媒集团携手金湾区融媒中心
围绕“产业第一、项目为王”这
条主线，特别策划推出金湾
“单打冠军”系列报道，展现全
区上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崭新气象，展现各企业坚持
“产业第一”的生动作为，敬请
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