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高扬聚合力“红色引擎”添动能
高新区紧扣“产业第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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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在珠海高新区这片红色热土上，
留下了苏兆征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
烈奋斗的足迹。高新区深挖辖区红色党
史资源，依托金鼎、淇澳、唐家、“两新”四
条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路线及线上

“红色云展厅”，打造红花山党建公园，实
现党建教育模式由封闭式、单一性向开
放式、多元化的转变，构建起加强党史党
性教育的“红色矩阵”。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高新区坚持以
高质量党建强化高质量发展政治保证，高

起点谋篇布局、高效能破局起势，出台“1+
4+8”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将革命
年代的红色基因深植于万千建设者的开
拓奋进，彰显于产业发展的滚滚浪潮，为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化经济特区贡献高新力量。

与此同时，高新区党工委以党建为
统领，严格落实“两个维护”十项制度机
制安排，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经常
性开展“党建大讲堂”“送学下基层”、革
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系列活
动，持续推进“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

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决拥护
“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通过召开区党工
委会议、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领会好、落实好
珠海市第九次党代会赋予高新区的历史
责任、功能定位，如春风细雨般滋养着珠
海高新区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凝聚起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
市委九届二次全会精神，高新区党工委
党校计划通过举行四大专题系列培训
班，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深刻领会“产
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
工作总抓手精神，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近日，第一期产业招商专题培训班
成功举办，以生动鲜活的案例、具体详实
的数据，讲授了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以及
考察洽谈、签约协议、项目跟进等招商实
务，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服务产业发展、
促进招商引资的专业化水平。

凝心铸魂 坚定信念勇担时代重任

改革创新蹄疾步稳、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民生工程硕果累累、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在珠海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进程中，有一面鲜红的旗帜始
终指引着方向、鼓舞着士气，这就是高
高飘扬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近年来，高新区党工委在“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赶考路上，牢牢
把握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升政
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扛起使命担
当，持续深化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切实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
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模式，紧扣“产业第
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工
作总抓手，抓牢管党治党主责主业，切
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勇担珠海高质量发展龙头新使命，奋
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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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上午，珠海大湾区
智造产业园D区和大数据中心二
期两个总建筑面积超60万平方米
的 5.0 产业新空间项目全面动
工。开工现场，塔吊林立，数十台
桩机隆隆齐鸣，擂响了高新区深入
推进“产业第一”的攻坚战鼓。

这两个项目的顺利开工，是
高新区紧紧围绕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部署要求，确保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也
是高新区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市产业发展大
会精神，全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
战的有力实践。

为充分发挥党建对经济发展
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高新区优化制
度设计，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以党建引领，强力掀起
产业发展热潮。

高新区把招商引资当作产业
发展的“第一工程”，投入最强力
量、汇集最优资源、建立最快机制，
全力以赴实现高效能、高质量招
商。组建以高新区招商委员会为
统揽的超200人“4+3+N”招商工
作精兵强将，与广东省制造业协
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等47家区
域性、行业性商协会达成战略合
作。

以党建为引领，高新区加大对
产业载体的提质建设。新增港湾
1号、珠海信息港两个国家级孵化
器，在每个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打造
3000 平方米以上“1 元创业空
间”，做到重点产业项目“办公场所
配租-生产厂房配售-产业用地出
让”接洽即调配、签约即落实；成立
重点招商项目落地推进工作小组
及重点项目工作专班，实施“方案
预审-用地挂牌、方案优化-用地
摘牌、项目拿地-启动开工”并联
推进模式，全力保障“拿地即开
工”。高新区狠抓固链、补链、强
链、拓链“四链”招商，截至目前，新
引进投资额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共计270个，总投资550亿元。

为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
企业服务效能，促进项目落地建
设，高新区成立企业服务中心和凤
凰人才服务站，推行企业全生命周
期的“一口受理、一站办结”“保姆

式”服务体系，建立育才留才服务
机制，助力高新区建设人才友好青
年友好典范城区。加强产业招商
部门和关键岗位党的建设，在“4+
3+N”招商队伍责任单位中建立健
全“党员示范岗”“服务承诺制”等
工作机制，协助企业组建党组织、
办理工商注册、项目备案等工作。

同时，高新区还持续巩固拓展
“红色工地”创建成果，今年计划再
完成不少于10个重点项目“红色
工地”建设，助力全区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水平的提升。

以创建全市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示范镇、村（社区）为契机，高新
区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有力
有序推动唐家湾镇和淇澳、会同等
14个社区开展创建工作，高质量
推进国家级淇澳红色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擦亮唐家湾镇“全国历史
文化名镇”这块金字招牌。实施集
体经济“强基壮骨”工程，借鉴高新
建投公司与永丰股份合作公司合
力打造“港湾7号”新型超级工业
社区的成功经验，推动建立社区集
体经济与区属国企结对帮扶常态
机制，找准在特色农业、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发力点，为集体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园区是产业项目建设的主阵
地。高新区坚持“党旗飘在一线、
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持
续实施党群服务中心“美好提升计
划”，将党群服务中心建在产业园
中，全面升级打造高新区智能制造
加速基地党群服务中心，重点支持
华发·科创产业园新建党群服务中
心，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以真抓实干务实作风让园区释放
发展活力。

在党建引领下，好的服务正成
为高新区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的“助
推剂”。高新区党员干部以舍我其
谁的使命感、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开足马力、投入工作，当好产业发
展的“服务员”。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千帆竞
发、百舸争流，一幅幅党群同心、
拼搏实干的动人画面，正汇聚成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
推动高新区不断实现跨越发展。

党建引领 强力掀起产业发展热潮

基层工作实不实、基层基础牢不牢、
基层大局稳不稳，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高新区党工委对基层党建工
作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不断夯实党建基础提升组织力，推动
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同
时，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建共治共
享治理格局，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近日，星湾社区党委通过“云签约”
的形式与多家企业党组织共建签约，这
是唐家湾镇发挥基层党建的核心引领作
用，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的实际行动，也是高新区构建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
高”基层党建新格局的具体举措。

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高新区积极探索基
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形式，以星湾社区党
委为试点，推进区域党建联盟建设，以

“一元多核”党建理念，推动区域企业、工
地、园区等互联互动，同时建立“契约化”
管理机制，发挥资源优势，助推区域现代
化社区发展和服务民生保障。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淇澳社区党委与珠海市兆征纪念
学校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以“淇澳社区
学院”为平台，开办淇澳家长学堂、淇澳家

长悦读社、舞狮培训班等48个社区教育
培训班，累计培训社区居民11000人次。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
淇澳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获
得“珠海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新时代
的百姓夜校”“家校合作深度融合的典范”

“社区教育创新模式”等诸多赞誉，居民真
切感受到生活质量在不断提升。

此外，为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高新区机关党组织持续深化机关干
部作风建设，常态化推动模范机关创建
工作，以“民生微实事”为抓手，切实为辖
区企业和群众解决一批实实在在的问
题；国企党组织深化落实国企党建40条

重点任务，严格落实党组织研究讨论重
大问题前置程序，3家区属国企党组织制
定“三重一大”议事细则；教育系统党组
织严格落实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公办中小学实现书记、校长“一肩挑”
比例达82%，创新开展“党建+互联网”医
疗惠民活动，使社区群众足不出户享受
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两新”党组织围
绕企业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选
树派诺科技、欧比特、飞企互联等一批党
建创新、企业创新的“双创”企业，发挥其
示范带动作用，有效推动非公有制企业

“两个健康”发展，为全面打好产业发展
攻坚战贡献非公力量。

筑强堡垒 大力提升基层党建质量

为贯彻落实珠海市第九次党代会
“产业第一”工作要求，高新区积极探索
“党建+产业”新模式，激活非公企业发展
“红色引擎”，瞄准“3+3+1”现代产业体
系，开展产学研、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党
建“结对共建”，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拧
成一股绳，依托高新区重点产品推广平
台，延伸拓展以全志、炬芯等相对成熟的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点燃“红色力量”赋能产业链发展。

以产业链党建作为创新推动非公党
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高新区用党
建这一共同“基因密码”推动产业上下游
企业互联互动，“链”上党建赋能企业高
质量发展。以“党建大讲堂”平台载体为
依托，每季度邀请各主导产业的优秀基

层党组织分享党建工作案例，为高质量
产业党建注入一泉“活”水。

作为集成电路与半导体产业的重点
企业，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坚持以党建工作领航企业发展建
设，组建宇航芯片、卫星大数据、人工智
能3个科研团队，坚持党员作用在生产一
线发挥、党员形象在科研一线闪光，助力
三大业务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欧
比特创新升级。

欧比特公司党委书记颜军带领珠海
欧比特团队在宇航芯片及遥感卫星星座
领域积极耕耘，持有7项发明专利，出版
了5本专著，发表了数十篇专业论文，近
日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作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的重点企

业，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紧紧围绕“抓好党建促经济”发展思路
积极开展工作，将党建工作与“敢创新、
真务实、永进取、乐共赢”的企业核心价
值观相结合，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战斗力，持续
引领公司快速发展。目前，健帆生物已
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首家以血液净化产品
为主营业务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跻
身中国上市企业市值500强。

作为高新区智能电网与新能源产业
的重点企业，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
员示范岗”，组建党员先锋队，选优配强

“红色高管”，既提高了运营效率，又增强

了创新动力，为公司全面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助推派诺科技转型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

作为高新区软件和信息业的重点企
业，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把
党建工作根植于公司运营管理的全过
程，深入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伟大战略，
实现业务领域全面发展。

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
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接下来，高新区还将持续不断深化对产
业链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把产业链
党建延伸至高新区各个主导产业，努
力推进产业间的组织链接，推动产业上
下游联动，促进高新区非公企业高质量
发展。

红色引擎 全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高新区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6月29日，高新区举行人才安居宣传月开幕仪式暨6月份重点项目签约仪式，进一步推动人才
安居新政策落地落实。

高新区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参观学习《解放万山群岛战役专题展》。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员示
范岗”，组建党员先锋队，既提高了运营效率，又增强了创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