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备153个重点项目
意向投资额超1300亿元

—— 对话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敖炜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老旧小区
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又是助力城市品质
提升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红旗镇在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加快推进
老旧小区“微改造”，倾力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

“我们这里是开放式老旧小区，原来
开车进来看到的是一片杂乱的景象，现
在一进来，映入眼帘的是清爽干净的外
墙、整齐划一的车位、统一美观的公益广
告，整洁的面貌让人眼前一亮。”对于红
旗镇广安路171号广安花园最近发生的
变化，家住该小区1栋2单元601房的李
先生感触颇深。

广安花园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占
地约3800平方米。由于建成较久和缺乏
管理，小区存在外墙剥落、“三线”杂乱、车
辆随意停放、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等问题。

今年以来，红旗镇持续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工作，截至目前，已先后完成
中保新村、东鑫花园、广兴花园等8个老
旧小区“先行先试”提升改造工程。在此
基础上，红旗镇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无物业小区管理提升行动，对全镇的老
旧小区进行深入摸排，投入4100万元对
全镇26个老旧小区（含老旧片区）开展
一轮全覆盖“量体裁衣”式改造。

广安花园“微改造”正是红旗镇开展
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无物业小区管理行
动的攻坚提升项目之一，目前已改造完
成。“我们结合广安花园实际，在充分尊
重民意的基础上，以‘多花心思、多下功
夫、少花钱’为原则，进行了‘打补丁式’
改造。”红旗镇城市管理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完善“围合式”管
理设施、破损地面硬化平整、空中缆线规
整、增设停车位、老旧墙体翻新、消防设
施改造等多个方面。

据悉，接下来，红旗镇将持续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打造一批设施完
善、环境优雅、管理有序的小区，不断提
升居民的获得感、认同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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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生命线，项目是竞争力。
当前，金湾区正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提出的“产业第一”工作总抓手，
以项目大建设推动产业大发展。本期

“产城融合 勇当尖兵”金湾区访谈栏
目采访了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
展局局长敖炜，介绍金湾区在产业布
局、项目招引、配套服务上的新思路、
新举措、新成效。据悉，在新项目招引
上，金湾区已储备153个重点项目，意
向总投资额超1300亿元。

作为珠海重要的工业聚集区，金
湾区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尤其是
2021年以来，金湾区与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完成一体化运作，全区的工业
经济占到全市的40%以上。今年4
月，珠海市产业发展大会明确，珠海将
聚焦做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4大主导产
业，做强智能家电、装备制造、精细化

工3大优势产业。眼下，金湾区正以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打印设备5大产业集群，航空航
天和海洋经济两大特色产业和国家、
省、市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为主
攻方向，全力构建金湾“5+2+N”现代
产业体系，为我市构筑“4+3”现代产
业发展格局“添砖加瓦”。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我们正
在精准招商、强化项目服务、推进项目
建设、充分发挥政策引导等方面续发
力，比如充分发挥两区一体化优势资
源，着力构建区、镇、国企和社会化专
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大招商’格局，进
一步激发招商队伍潜力，巩固产业集
群核心产业链。”敖炜介绍说，金湾区
目前已树立招商“一盘棋”理念，由区
委书记担任招商委主任、区长担任常
务副主任，在招商委内设立土地、能
耗、环评、安评、人力资源、建设服务及
兜底服务7个工作专班。

同时，金湾区还制定了《金湾区
（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管理办法》《金
湾区（开发区）落实“产业第一”招商引
资工作综合考评方案》，打破原有招商
部门“包打天下”局面，整合政府各相
关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社会资本

各方招商力量，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各
镇、各相关职能部门，压实招商工作责
任，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招商合
力。

“大招商”格局下的精准招引不
断为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2021
年，金湾区新引进签约项目亿元以上
40个，总投资达到239亿元，预计投
产后可新增产值307亿元。重点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新材料、新能源、高
端打印设备、生物医药的产业集群工
业增加值在去年分别增长 20.1%、
17.9%、8.7%、3.4%；航空航天和海洋
经济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传统优
势产业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加
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
200亿元。

“今年1月-5月，全区新签约引
进亿元以上项目66个，总投资约419
亿元，预计全部建成达产后总产值超
过850亿元。重点合作项目包括投资
120亿元的欣旺达动力电池、总投资
60亿元的爱琴海购物中心、总投资20
亿元的欣智旺智能硬件、总投资12亿
元的兴森FCBGA、总投资12亿元的
锐骏半导体材料等项目。”敖炜介绍
道，在此基础上，金湾区持续加强新项

目招引储备，目前已储备153个重点
项目，意向总投资额已超1300亿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敖炜介绍说，金
湾区目前拥有成熟的供水、供电、天然
气、蒸汽、污水处理、消防安全等基础
设施，政务服务方面不断深化审批改
革体制，全面推进审批服务“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全力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全城通办”。此外，金湾
区还将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统筹推进
产业园区生活、商务功能布局，形成功
能匹配、紧凑集约、高效有序的空间格
局。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打造专业产
业园区，扩展产业载体发展空间。”敖
炜表示，金湾区目前正在积极与市属
国企、区属国企以及顶尖专业产业园
开发机构进行对接，充分利用好省、市
相关资金、专项债和社会化资本，按照
招商引资产业发展需求，结合区域发
展特点，定制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优
化生物医药园区、珠海国际健康港、珠
海国际动力港等产业平台的软硬件设
施，引进各类平台和机构，完善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谋划高效高质的平台招
商，提供完善的产业服务。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全球市
场份额占比超过70%、连续3年营业
额增幅超过30%、各类酒具年产量超
1000万件、2021年完成销售额4.2亿
元……一串串数据背后，是珠海市科
力通电器有限公司多年深耕红酒酒具
领域的厚积薄发。凭借持续的技术创
新和敏锐的市场触角，这家“潜伏”在
金湾区红旗镇的企业，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单打冠军”。

科力通成立于1998年，于2004
年生产出全球第一台电动红酒开瓶
器，目前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70%，是全球最大的电动红酒开瓶器
和酒具配件制造商。在科力通的接待
室里，除了展示柜中的电动开瓶器、倒
醒酒器、真空保鲜红酒塞、金属握杆红
酒杯等琳琅满目的酒具产品外，还有
墙上挂满的各种专利技术牌匾。据介
绍，科力通目前共拥有324项专利，其
中国家发明专利9项、海外专利44项
（含美国发明专利4项）。

研发与设计是科力通的核心竞争
力。该公司包括营销在内的高层团
队，绝大部分都具有理工科学术背景，
公司董事长郑韶和副总经理朱伟均为
航空航天专业科班出身，“以航天人的
技术要求护航每一款科力通酒具的开

发”成为研发团队的座右铭。
很多人喝红酒都有醒酒的习惯。

红酒通常要在倒出之后数十分钟方达
到最佳口感。科力通运用航空技术中
的流体力学原理设计出了倒醒酒器，
通过独特构造最大限度地增大空气与
液体表面的接触面积，实现“即倒即

醒”效果，被誉为“醒酒神器”。
科力通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约占

销售额的5%，除珠海总部拥有50多人
的研发和设计团队外，在广州与法国
瓦龙还设有两个设计中心，每年设计
和研发新品超过100个，仅电动开瓶器
一个产品细类就已累计开发超过400

款产品，并获得2021年德国“IF设计
奖”和产品设计“红点奖”。其中，“IF
设计奖”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

细分行业锻造专精技术，为科力
通不断赢得市场认可。2021年，科力
通实现销售额4.2亿元，客户来自69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定制企业客户超
过3000家，成为全球红酒酒具这一细
分行业领域名副其实的“单打冠军”。

同时，该公司3个关联品牌也名
列中国酒具行业前三强消费者品牌。
其中，自有品牌CLITON和圆乐常年
占据天猫、京东、抖音等主流电商平台
酒具类目销售前三位置；代工品牌产
品启尔也同样占据销售领先地位，并
且进驻山姆会员店、小米有品商城等
精品电商平台销售。

如今，科力通拥有从模具制造、注
塑设备、电子贴片机、激光五金切割机
到半自动化生产线、无尘车间的全流
程自主生产、品控能力，产品涵盖红酒
开瓶、红酒保鲜、红酒醒酒等全系列酒
具，年产量超过1000万件。该公司被
认定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并成
为酒具行业核心产品“葡萄酒电动开
瓶器”广东省地方标准的制定者。

数据显示，自2019年把生产线迁
至金湾以来，科力通的订单连续3年
增幅超过30%。如今，科力通正谋划
扩大生产，扩建、新建厂房的计划已提
上日程，目标是2025年销售额突破
10亿元，引领全球葡萄酒酒具行业的
技术革新。

“小酒具”撬动4.2亿元大市场
珠海科力通让“金湾造”走向世界

珠海市科力通电器有限公司红酒开瓶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昨日下
午，金湾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称，该区今日将
继续在全区范围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

根据通告，金湾区全区共设61个核
酸采样点（采样时间为 08:00—12:00，
15:00—22:00，采样范围为金湾区常住居
民和流动人员）和3个黄码采样点（采样
时间为00:00－24:00），采样点具体信息
详见“珠海金湾”微信公众号。市民可

就近就便到指定地点接受核酸检测。
48小时内有新冠疫苗接种史的人员暂
缓核酸采样。

此外，金湾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提醒，自明日00:00
起，进入各类公共场所、小区、工厂、企业
等，须持今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核酸采
样证明。各小区、公司、公共场所等负责
人要落实测温、扫码等防控措施，因落实
不力导致疫情传播的要负相关责任。

金湾今日继续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
全区设61个核酸采样点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期，珠海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无数白衣战
士迅速奔赴疫情防控一线。在金湾区疫
情防控工作中，有这样一位95后“大白”，
每次大规模核酸筛查，他都主动冲锋在
前，和同事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

记者第一次见到李子煊的时候，他
正在红旗镇小林村做核酸采样，全身包
裹着严实的防护服，要不是背后写着名
字，根本认不出。消毒、抽棉签、采样、装
盒……李子煊将一套动作完成得“行云
流水”，检测现场顺畅有序。

由于大规模核酸筛查期间医护人员
紧缺，李子煊每次都主动冲锋在前，不说
苦不言累。他说：“我作为一名医生，能
为老百姓的健康平安出一份力，责无旁
贷。现在医护人员紧缺，我作为年轻人，

更应该站出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与大
家一起努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近段时间，珠海天气持续炎热。穿
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李子煊的额头很
快布满汗珠。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他
脱下防护服进行短暂休息，被汗水浸湿
的工作服也由浅色变成深色，紧紧贴在
身上。“其实一忙起来就忘了难不难受
了，当时只想着把工作做好，没想其他
的。”对他来说，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刻，可
能就是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

高温之下，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志
愿者，为了筑牢疫情防控的屏障，都义无
反顾地穿上防护服，奔赴到最需要他们
的地方。正如李子煊说的那样：“疫情防
控，没有局外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确保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进一步
提升广大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由金湾区司法局自编自导、全
体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齐参演并创作拍摄
的全市首部原创社区矫正应急演练微电
影《新生》近日推出。

在一场由金湾区司法局举办的社区
矫正专项教育活动中，延伸管教警察正对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点名，当点到“欧阳轩”
时一直无人应答，且电话联系一直无人接
听。“社区矫正对象欧阳轩失联了！”——
这正是《新生》的开篇场景。微电影紧紧
围绕社区矫正对象欧阳轩失联的突发情

况设置了3个演练场景，由全体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通过角色表演形式模拟演练。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
域，直接影响到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
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据悉，该片于今
年4月开始筹备，从剧本撰写、表演人
员、服装道具到表演场地均由金湾区司
法局自行筹备完成。此次突发事件虽为
假设场景，但全体工作人员结合工作经
验共同参演、共同完善，不仅增强了社区
矫正工作突发事件紧急处置的综合能
力，还有效厘清应急处置中职责划分和
相互协作范围。

金湾推出全市首部
社区矫正应急演练微电影
提升广大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医生就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95后“大白”李子煊坚守“疫”线

红旗镇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助推26个老旧小区（片区）换新颜

广安花园里
统一规划设置的
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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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洲 摄

工作中的李
子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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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际动力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