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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落地，空间载体是关
键。今年以来，随着珠海全面吹响

“产业第一”的冲锋号，空间规划与设
计成为了重中之重。刘高路在致辞
中表示2022-2024年珠海市将总体
统筹、分布实施建设2000万平方米
以上高质量产城融合新空间，精准布
局园区主导产业，实施园区投入倍增
计划，全面提升园区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商务活动和优质生活保障
水平，形成“一园一主导，一园一特
色”的集聚发展优势。珠海5.0产业
新空间按照“低成本、高标准、规模
化、配套好、服务全、运营优”的标准，
紧盯企业发展需求，满足企业生产布

局、荷载、层高、污水处理等要求，加
强员工宿舍、亲友驿站、公共食堂、共
享洗衣房等生活和商业配套设施建
设，有针对性地提供供应链、金融、科
技研发、营销、政务及其他专业性生
产配套服务，加快建设打造一批价格
低廉、集中高效、生活便利、拎包入住
的高质量产业发展新空间。

在这些划定的园区内，进驻企业
要实现“落地生根”，高质量的载体建
设是关键。今年以来，金湾区已谋划
推进13个5.0产业新空间建设项目，
计划总投资 135.96 亿元。其中，
2022年可建成或部分竣工项目5个，
预计竣工面积134.1万平方米；2022

年动工、2023年建成项目8个，产业
空间竣工面积188.53万平方米。

其中，今年5月金湾区与华发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两年
内新建成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珠
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三灶新能
源园区、高栏港综保园等总建筑面
积约178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其中
2022年底建成约100万平方米。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则计划在
金湾区打造综合保税产业园物流加工
一体化项目、国际零碳港（暂用名）、三
灶智能制造产业园。三个项目预计在
两年内可建成100万平方米工业空
间，成为集聚发展、协作互补、特色鲜

明的产城融合现代化园区。
此外，由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珠海金航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珠海金琴健康港
项目也已于今年5月正式动工，计
划打造成为集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
器械生产、制造、研发、现代服务等
环节为一体的专业产业园区，预计
2023年12月竣工。

推介会现场，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横
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珠海
金航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对
各自投资建设的金湾区5.0产业新
空间作推介。

全新5.0产业空间集中亮相

除了丰富多元的产业空间，金
湾区的区位禀赋也备受关注。推介
会上，金湾区重点从区位交通、产业
基础、产业空间、配套服务等多个方
面介绍了投资环境优势，给企业留
下了深刻印象。

推介会上，得创热塑、拾月新材、
光瑞新材、惠柏新材、菲高新材、中冠
新材、塔联科技、康泰电气、智锐科技
等20家企业代表与金湾区政府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并被授予管家服务卡。

本次签约的20个项目总投资
约76.2亿元，预计达产后产值185
亿元，其中拟入驻产业新空间意向
项目10个，总投资35.4亿元，达产
产值101亿元，产业类别涵盖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

“我们本来是从珠海走出去的一
家企业，如今我们又回归珠海。”中研
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胡传义表示，
珠海锚定“产业第一”目标的决心给
予了企业充分的信心，尤其是珠海和

金湾招商团队的热忱、专业、周到的
服务为企业解决了落地的各种后顾
之忧。“这次我们落地金湾，希望能够
通过企业的做大做强，为金湾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一些贡献。”

同参与签约的还有珠海智锐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已落户金湾
数年的电子电路企业，该企业是金
湾优质营商环境的受益者之一。据
该公司总经理谢杰介绍，落户金湾
的这些年来，金湾给予了很多政策

和融资上的支持。“借着‘产业第一’
的机遇，也借着这次推介会，我们将
入驻金湾5.0产业新空间，力争实现
新一轮的增资扩产。”谢杰表示。

记者了解到，今年1-6月，金湾
区新引进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299
个，其中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81
个，总投资额约500亿元；储备在谈
项目 100 余个，总投资超 1000 亿
元，涵盖金湾优先发展的新能源、新
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

20家优质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今年以来，金湾区聚焦“产业第
一”，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
推进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全市产业发
展主战场，加快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
纽，谋划建设西部中央商务区，为全
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

良好的区位优势、规模化的高
端产业集群、完善的配套设施、优质
的营商环境……这些因素共同作
用，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落地“筑
巢”。然而，金湾区深知，硬件配套

“上去了”，软件服务也要“跟得上”。
为此，金湾区加快创新服务举

措，优化招商机制，注入更多招商活
力，打破了以往招商部门“包打天
下”局面，整合政府、国企、社会资本
各方招商力量，实施全民招商、全部
门招商、多头多线多向招商，形成了
全新的大招商工作格局。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成立了区

招商委，设土地、能耗、环评、安评、
人力资源、建设服务及兜底服务七
个工作专班，进一步理顺优化项目
决策、引进、落地、建设、投产、达产、
增资扩产“全链条”招商服务机制。

此外，金湾区还科学推动流程再
造，积极实施工业企业投资项目“拿
地即开工”“最多跑一次”改革，初步形
成“项目45日落地”模式，有效减少企
业手续办理时间成本，最大限度提升
政策弹性。升级优化企业服务，坚持
将扩大有效投资和增强工业后劲结
合起来。

此外，金湾区还通过引导企业
改善产品结构、优化生产方式、改良
生产工艺等方式，扎实推进现有工
业企业增资扩产，进一步发挥优质
项目对先进制造业的引领带动作
用，推动金湾工业规模效益双提升。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
服务水平，千方百计为企业创造更

优质的条件，拿出最高的效率、最好
的政策、最实的举措服务项目快速

落地、早日投产达产实现经济效
益。”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质产业服务体系备受关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11年前，我开始学习海洋装备焊接加
工，那时候我就希望在祖国的海洋能源
强国建设中，有我的一支焊枪！”7月7
日，广东省技术能手、珠海工匠、中海福
陆重工有限公司的焊接教练王佳鑫接受
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作为“工业裁缝”，
用一支焊枪为国筑器的故事。

毫厘之间 为国筑器

最初，王佳鑫主要接触的是结构部
分的焊接工作。据了解，结构焊接的板
材主要是中厚板，平均厚度在50mm左
右 ，更 有 一 些 主 要 构 件 厚 度 达 到
100mm。2018年，中海福陆承接的科
威特国家炼油厂项目PAU中心模块部
分，由于人手调配问题，王佳鑫和他的同
事们需要考取管线焊接的证书，补上人
手空缺。

“如果说结构是人体的骨架，管线就
是血管，大部分管道厚度都是在5mm
以下，精度要求非常高，对我们平时干习
惯了大型构件焊接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王佳鑫说。尽管过程艰辛，但
凭借着在珠海市技师学院里创下“零补
考”纪录的倔强，以及电焊飞溅落在肩上
也不吭气的专注，王佳鑫用了不到20天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渐渐地，王佳鑫成长为值得信赖的
“兜底师傅”，不仅在2019年参加了有
“焊接界世界杯”之称的“嘉克杯”并获得
青年组第一名，还在亚洲最大深水导管
架“海基一号”项目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成功完成了一段长达30米的下水滑斗

中出现的多处缺陷的返修工作。
在修复滑斗整整一周的时间里，王

佳鑫用碳弧气刨小心翼翼地刮开已经成
型的焊缝，一层层找寻着缺陷，重新焊接
时又一遍遍地清理药皮和飞溅物，确保
填充金属和母材之间完美地熔合。完成
后，王佳鑫忐忑不安地站在探伤检测员
的旁边，看着超声波仪器上的波形。“波
动非常均匀，很干净，没有缺陷！”随着检
测员的评价落定，车间里充满了修复成
功的喜悦。

精工传承 走出国门

2020年，中海福陆承接了近年来全
球投资金额最大的 LNG 行业投资项
目——加拿大LNG项目，所有参与项目
的焊接人员都必须通过加拿大焊接局考
试方能上岗，而该项目的资格证考试却
成为了中海福陆历年来承接项目考试的
最难关口。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焊工，
考试合格率持续走低，项目开工以来最
低的通过率仅为42%。

面对这一难题，以王佳鑫为主的教
练团队对造成合格率低的问题进行原因
分析，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编辑制定了
培训教案，对考试各个位置焊接方法和
技巧制作了PPT。针对根部焊接时焊枪
角度及“停弧”“起弧”的关键操作做了详
细的阐述。清晰明了的理论讲解和实操
教学示范，使焊工考试合格率不断提高，
从42%逐步提升至60%、70%、最终保
持在80%以上。

“现在有了焊接教练这个新的身份，
让我跳出了原先给自己设定的框架，看
到了自己更多的不足，原来还有那么多
的知识需要学习。今后，我会从多方面
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为国之重器培养
更多的‘大国工匠’！”王佳鑫的目光充满
坚毅。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为进一步
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助力重点项目保质
保量完成，7月5日，金湾区工商联开展

“项目为王 情牵一夏”慰问辖区重点项
目建筑工人活动，深入汤臣倍健珠海生
产基地五期、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红旗镇新工厂、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
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格力高栏港
综保区等5个辖区重点项目工地，为建
筑工人送去价值8万余元的降暑饮品。

此次慰问重点项目建筑工人活动，
是金湾区工商联引导企业家关爱重要
群体，弘扬时代新风尚，推动金湾区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关心关注
一线建筑工人的身心健康，为工人们传
递社会的温暖，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
入到工作中去，保障金湾区产业项目高
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成，推动该区

“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展目标有效
落地。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7月7日，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科普活动，在金湾区
各中小学校园内举行。这是“2022年金
湾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进校园活动”的
现场写照。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活动
已走进金湾区10所中小学，线上线下完
成了49场科普活动。其中，线下参与科
普实践活动学生达2000人次，线上观看
直播的学生达2300人次。

科普直播小课堂活动，是该系列科普
的创新举措之一。为广泛宣传科技创新

成果，活动方结合科技创新大赛、电脑制
作大赛等赛事作品，通新媒体平台在线上
进行“走进科创教育直播小课堂”活动，让
学生成为直播小课堂的主体，分享创新经
历与学习方法，引发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该系列活动由金湾区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珠海黑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旨在为金湾区的广大中小学生带来更为
丰富的科技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的科学
创新思维，培养学生从小讲科学、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

金湾科协线上线下同步推动
科普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7月7日
上午，中国少年先锋队珠海市金湾区第
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听取了金湾区
第一届少工委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大
会选举办法（草案），区少工委第二届委
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并选举区少工
委第二届委员。

会上，中国少年先锋队珠海市金湾
区第一届工作委员会进行报告。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自区第一次少代会以来，金
湾区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
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扎实推进
各项改革，全区少先队工作实现了新发
展。其中，金湾区通过开展“听习爷爷讲
故事”“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等主题活
动，构建“线下”“线上”互动、有机融合的

工作体系，积极发挥少先队实践育人优
势，引导队员们在实践体验中求知识、展
风采、长本领。

此外，金湾区还助力困难少年儿童
追梦圆梦，帮助困难青少年、留守儿童缓
解上学困难问题，并进一步夯实组织基
础，实现全区中小学学校少工委100%
全覆盖。

据介绍，下一步金湾区少先队将落
实团市委、市少工委和区委工作部署，以
竭诚服务广大少年儿童为工作出发点和
落脚点，全力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增强少
先队员的光荣感，团结、教育、引导广大少
年儿童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发展，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中国少年先锋队
珠海市金湾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王佳鑫：为国之重器“量体裁衣”
编者按：近日，金湾区第一届青年联合会成立，10名2022年度金湾青年

岗位能手、18支“2022年度‘产业第一·青春建功’金湾青年突击队”的青年
代表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精英齐聚一堂。即日起，《今日金湾》将讲述
这些金湾奋斗者挥洒青春与汗水的故事，敬请垂注。

情牵一线工人 助力“产业第一”
金湾区工商联开展慰问重点项目建筑工人活动

7 月 5 日，
金湾区工商联
开 展“ 项 目 为
王 情牵一夏”
慰问辖区重点
项目建筑工人
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7月7日，由珠海市招商署、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珠莞同心、合作共赢”金湾区5.0产业新空
间推介会在东莞举行。

此次推介会得到市招商署的大力支持，会议由珠
海市招商署副署长颜军主持，珠海市招商署署长刘高
路致辞，重点向客商展现珠海市所具备的优质产业生
态，并发布珠海市5.0产业新空间招商热线96999。
推介会综合展现金湾区营商环境与产业发展优势，并
重点推介了正在规划、建设中的金湾区多个5.0产业

新空间，以此吸引更多客商前来珠海、前来金湾开展
创新创业。

推介会上，金湾区新近招商的20家企业代表共
同与金湾区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并被授予管家服
务卡。记者了解到，这些项目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其中有10家企业已意向
签约入驻金湾区5.0产业新空间。

珠海市招商署、珠海市科技创新局、金湾区人大、
政协等相关领导出席本次推介会活动。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推介会上，企业代表与金湾区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并被授予管家服务卡。

今年以来，金湾区聚焦“产业第一”，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