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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科技学院商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何练告诉记者，用电量作为实物
量，是观察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

数据显示，1-5月金湾区全社会
用电量 31.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占全市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38.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为
25.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占金
湾区全社会用电量比重82.6%，主导
着全社会用电量运行态势。

“用电量在逆势保持了正增长，可
见金湾区在上半年全国多地疫情散
发、多发、突发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何练说。

打开金湾区今年1-5月工业经
济运行图，另一条逆势增长的曲线跃
然眼前：1-5月，金湾区完成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1068.63亿元，占全市的
46.2%，同比增长10.7%，其中5月当
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3.09亿元，
同比增长7.8%；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252.31亿元，占全市的42.3%，同
比增长9.6%，其中5月当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52.57 亿元，同比增长
10.8%。

“制造业是金湾区的优势所在，在
‘产业第一’发展理念下，金湾区更应
该把握和扩大自身优势。”珠海科技学
院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志刚向记
者分析道。

今年以来，金湾区相继出台了“产
业第一”相关工作实施意见、“拿地即开
工”改革试点方案等文件，将坚持“工业
立区、智造强区”的目标摆在更为突出
的位置，勾勒“5+2+N”现代产业体系
跨越式发展的“路线图”，设立“十四五”
期间全区工业倍增“时间表”。

“5+2+N”现代产业体系指以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打印设
备、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五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主阵地，以通用飞机研发制造
为重点的航空航天产业和以海洋装备
制造为重点的海洋经济。

1-5月，金湾区五大千亿级产业
集群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分别实现增加值

31.50亿元、73.41亿元、22.62亿元、
7.91亿元、3.98亿元，同比增长7.7%、
16.8%、161.7%、10.7%、98.3%；两大
优势产业集群临空装备、临海装备（船
舶与海洋装备制造）分别实现增加值
0.89 亿 元 、6.8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5%、31.6%。

“在‘产业第一’的发展理念下，金
湾区重点企业开局良好，工业企业‘小
升规’与新投产企业成效显著，为全区
工业立区、智造强区，积极构建‘5+2+
N’现代产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金湾
区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5
月，金湾区排名前60的重点工业企业有
47家实现正增长，完成工业产值786.61
亿元，同比增长22.3%，而1-5月末，金
湾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45家，较
2021年底净增64家，其中“小升规”56
家，新投产5家，外地转入3家。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反映的是当
前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而工业投资则
更多的是投资未来。

1-5月，金湾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78.72亿元，其中，工业投资71.90
亿元，同比增长23.6%，占全市工业投
资的45.6%，拉动金湾区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6.1个百分点。

数据背后是大型工业项目引领
工业投资跑出“提前量”。广东珠海
LNG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项目、珠海格
力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项目、
高景年产50GW太阳能大尺寸单晶
硅片项目、珠海兴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装基板项目、富威尔年产
20万吨低熔点聚酯纤维、10万吨高
弹力低熔点纤维项目、景旺电子科技
（珠海）有限公司项目等大型工业项
目共完成投资36.40亿元，拉动工业
投资增长52.9个百分点。

此外，金湾区技改投资24.82亿
元，同比增长146.2%，占全市技改投
资的50.9%。

据何练观察，随着一些新项目的
建设投资进度不断加快，展望今年下
半年，金湾区工业投资量预计会不断
增长。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近日，金湾区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1-5月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今年前
5个月，金湾区以“产业第一、项目为王”为总抓手，金湾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着力稳定经济大盘，主要经济指标出现回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多，稳增长政
策效果逐步显现，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1-5月，金湾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68.63亿元，占全市的46.2%，同比
增长10.7%。其中，仅5月单月金湾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3.09亿元，同比增长
7.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2.57亿元，同比增长10.8%。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 4
日，记者从中海石油气电集团获悉，近
日，珠海LNG二期项目首座低温储罐
混凝土外罐第一层墙体一次性浇筑完
成，标志着储罐工程施工进入新的阶
段。

珠海LNG二期项目位于广东省珠
海市高栏岛，是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
设施重点工程。该项目于2021年6月
开工，建设5座世界单罐容量最大的
27万立方米LNG（液化天然气）储罐。
单个27万方储罐建成后，高度超60

米，相当于国家体育馆鸟巢的高度，可
同时叠放3架波音747客机。

面对汛期、高温及新冠疫情带来
的重重挑战和考验，珠海LNG通过整
合资源、科学调度、合理安排工序，抢
抓关键节点，强化隐患排查，保障各项
工程有序推进。

该项目建成后，珠海LNG接收站
年处理能力可达700万吨，折合气态天
然气约100亿立方米，将成为我国华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LNG储运基地，为粤
港澳大湾区提供持续稳定的清洁能源。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 4
日，记者从金湾区总工会获悉，金湾区
总工会于近期开展“关爱职工、夏送清
凉”活动，即日起到7月11日，活动期
间已完成粤工惠实名认证的珠海市金
湾区工会会员可于指定微信小程序领
取最多两张面值 10元的“会员清凉
券”，线上共发放8000份“会员清凉
券”。

据介绍，活动期间，金湾区工会会
员打开“工会在身边”微信小程序，点
击登录，跳转“粤工惠”认证完成登录，
即可参加活动。“会员清凉券”领取

通道每天开放两次，时间为12:30和
20:00，每次500张，先到先得。每人
每次限领一张清凉券，活动期间最多
领取两张，同时会员使用的微信账号
实名认证与粤工惠会员姓名一致方可
领取。

会员领取到的“会员清凉券”满18
元即可使用，有效期截至今年8月15
日（含当日）。“会员清凉券”支持在珠
海市区内的线下商超、便利店等场所
使用，付款时需使用微信支付（出示个
人付款码或者扫描商家收款码），支付
即可自动抵扣，不可提现。

金湾区总工会为金湾职工
送8000份现金券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3日
上午，珠海市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
广培育暨金湾区图书馆第3期“阅读点
灯人”项目在金湾区图书馆一楼学术
报告厅正式启动。经过严格审核筛选
后的“阅读点灯人”们齐聚金图，持着
阅读初心，期待能在接下来的培育过
程中，用阅读照亮孩子们未来的道路。

一盏灯，点亮孩子的阅读世界；一
行人，点亮全民的阅读之光。作为金
湾区图书馆精心打造的品牌活动之
一——“阅读点灯人”培育项目从2020
年创办至今已经开展到第3期。在过
去的2期“阅读点灯人”培育项目中，已
吸引了300余名“阅读点灯人”参与。

与以往不同的是，第3期“阅读点
灯人”培育项目面向全市市民招募，培
育内容更侧重于实践操练，获取的证
书也是由珠海市图书馆、珠海市金湾
区图书馆、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协会联
合颁发的“珠海市少儿阅读推广人初
级资格证”。

在第3期“阅读点灯人”启动活动
现场，童书作家、儿童教育者、儿童阅
读与写作研究专家粲然带来的《培养
爱阅读的孩子——亲子阅读基础》讲
座让在场的“阅读点灯人”受益匪浅。
据了解，接下来金图还将为“阅读点灯
人”举办为期三天半的线上线下课程
培训。

金湾区图书馆第3期“阅读点灯人”
培育项目正式启动

珠海LNG二期项目首座27万方储罐
第一层墙体浇筑完成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深入
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根
据省委、市委及区委的有关通知要求，
6月30日，金湾区政协举办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2022年第二
期“委员学堂”活动。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讲
团成员、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
任张文以《坚定不移按照总书记的战
略擘画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题作辅
导报告，全面宣讲了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并结合珠海市和金湾区实际
就如何贯彻落实作了深入阐释。本次
辅导报告主题鲜明、条理清晰、层次分
明，使大家对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会议要求，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紧紧
围绕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这条主线，提高政治站位、
心怀“国之大者”、紧扣“省之大事”，在
金湾区政协机关和全体委员中全面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的
热潮。政协委员中的中共党员要带头
学习、带头研讨、带头宣讲，引导广大
政协委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
的强大动力，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推
动改革发展上，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金湾区政协部分党组成员作了研
讨发言。

金湾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
学习研讨宣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动力，在
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压舱石”的关键基
础作用。

数据足以佐证今年以来金湾区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努力和成效：1-5月，金湾区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46亿元，同
比增长14.5%，增速位居全市各区第
一。

“随着‘四大中心’相继落成，金湾
区‘新城市中心’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同时，依托港、产、城融合，越来越多中

高收入群体定居金湾，这些都将助力
金湾消费升级。”何练分析认为。

金湾区统计局相关人士指出，金
湾华发商都和正光广场开业后促进周
边消费提升，而金湾宝龙城预计将于
年底前开业，另外贡献较大的美满车
城今年将引入10家4S店，预计下半
年开始将对金湾区消费作出较大贡
献。

尽管受国际原油和原材料价格大
幅上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国际局势
动荡、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等因素影响，

但今年1-5月金湾区外贸进出口仍
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其中，贸易进
出口、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和增速排名
均在全市各区第一。

金湾区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进一步做大进出口业务，巨涛石油、龙
华石油和三一重工等企业出口实现较
快增长，全区1-5月完成外贸进出口
额357.83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一
季度提升2.2个百分点，全年预计可
完成外贸进出口额约813.2亿元，同
比增长2.6%。

在王志刚看来，金湾区发展空间
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是大湾区的投
资热土之一，对外资充满吸引力。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 1-5
月，金湾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25家，
同比增长92.3%。随着艾肯（中国）厨
卫、南光置业、南光锦湾、南光濠江等
一批外资项目注资到位，金湾区1-5
月实际利用外资实现高位增长，完成
实际利用外资28052万美元，同比增
长645.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预计可
达到140%以上的高速增长。

工业生产支撑有力：

“5+2+N”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小升规与新增产能成效显著

多项数据全市第一：

市场销售好于预期 外贸进出口持续扩大

近日，珠海LNG二期项目首座低温储罐混凝土外罐第一层墙体一次性完成
浇筑。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高景年产50GW太阳能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

金湾区航空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