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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位于富山工业园的越芯高端
射频及FCBGA封装载板生产制造现场，热火朝
天的建设场景、蓬勃兴旺的发展气息扑面而来。
16天实现“拿地即开工”，50天完成首栋厂房封
顶，90天实现二栋厂房封顶……越芯项目不断跑
出新的“特区速度”，正是珠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重点攻关
领域，也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利器。
锚定目标，再创新局，珠海如何以更宽广的发展视
野、更具前瞻性的行动、更有创新性的思维牵住项
目建设“牛鼻子”，铆足干劲壮大“工业树”、繁茂
“产业林”？

扩增量、强龙头、筑载体、补链条、聚集群……
珠海正奋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大发展
大提升，让“数字引擎”释放强劲动能，让“智造珠
海”更加活力满满。

采写：本报记者 钟 夏
摄影：本报记者 吴梓昊

做好“两篇文章”

锚定“优”与“扩”催生“能”与“变”

苏秉华表示，此前珠海印发了《关
于坚持“产业第一”加快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
列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措施，力度前
所未有，不少政策举措为珠海首次实
施，为珠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保障。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
状来看，珠海具有的优势明显，包括集
聚大湾区资源、坚持新政策赋能和用
好高校人才支撑等，但同时也面临产

业链发展不协调、对外依存度高、‘独
角兽’企业少等短板。”苏秉华认为。

“珠海应当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风口，发挥自身
产业优势，主动融入大湾区发展，融
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产业升级，优
化投资环境，创造发展机遇，打造良
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以此实现‘弯道
超车’。”苏秉华表示。

他建议，要注重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在珠

海，已涌现出纳思达、远光软件、金山
软件、欧比特、全志科技、杰理科技、
东信和平等一批代表性企业，此外，
格力电器等标杆企业也加大对新一
代信息技术领域进行投入与研究，力
争通过数字化转型勇立时代潮头。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苏秉华
表示。

编者按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
强则珠海强。

如今，珠海坚持“产业
第一、制造业优先”，全面打
响产业发展攻坚战，瞄准做
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
健康四大主导产业，加快培
育富有生机活力的产业森
林，向着万亿级工业强市阔
步迈进。

在生产车间、工业园
区、实验室、研究院，处处充
盈着活力与潜力，处处展现
着热情与激情。自今日起，
珠海传媒集团推出“产业第
一 解码珠海‘4+3’支柱产
业集群”大型融媒主题报
道，以深度调研、企业对话、
专家解读、数据图示、记者
手记等形式，展现奔涌热
潮，传递发展脉动，解码产
业赛道，为珠海“产业第一”
发展汇聚起更强大的发展
势能。

数说

“近年来，随着政策带动支持、市
场需求增长、创新能力增强，珠海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正在进入快速成长
期，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信息学院院长苏秉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设备终端的“硬”支撑，到软件
信息的“软”实力，历经多年发展积累，
珠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不少细分
领域的聚集效应逐步显现——

一是电子元器件及电路板领
域，形成了以方正、越亚、景旺、中京
电子、紫翔电子等为代表的从原材
料到电子元器件、线路板制造的
PCB产业链条，在印刷线路板领域，
珠海已经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生产
基地之一，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同行
业前列；

二是打印设备和耗材领域，拥有
纳思达、奔图、天威飞马等龙头企业，
形成了涵盖软件、产品设计、材料、关

键器件、装备、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
链。其中，纳思达是通用耗材行业冠
军企业和全球最大的打印耗材制造商
之一；

三是智能终端领域，以伟创力、迈
科智能等知名企业为代表，其中迈科
智能是国内最大的数字家庭智能融合
终端成套产品出口商之一，并连续三
年稳居中国数字电视机顶盒出口前三
名；

四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
要集聚在珠海高新区，拥有远光软件、
金山办公、优特科技、长园共创等龙头
企业，产业规模稳步提升，特色行业高
速增长。

面向“十四五”，珠海提出要将新
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成为产值超2000
亿元的产业集群。不少业内专家学
者指出，珠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是面临更加
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是自身需

要突破的瓶颈还有不少。
“以软件信息行业来说，珠海对比

全国先进城市来说实力不强，以中小
企业居多，缺少规模大、实力强的大
型、超大型的行业龙头企业；在产业链
发展方面，基本依靠原有的‘存量’企
业，缺乏有规模的‘增量’企业加入，没
有形成上下游联动发展的产业链。”市
政协委员、金山办公CEO章庆元指
出。

围绕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如
何做好“动能转换优存量”和“高端
引领扩增量”两篇文章？章庆元建
议，一方面要支持一批基础好、带动
力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加入核心
关键供应链，促进各类要素向优势
企业集中、向行业龙头企业集聚；另
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实力较强的企业
在珠海集聚发展，建立南方总部或
南方研发基地，形成一定规模的信
创产业体系。

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产业
发展，需要精准的顶层设计。

“具体来看，要想促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落地生根，一定要推动关键
技术的创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
只有与科技实现紧密结合，产业才
会有活力、产能才会有保障、产品
才会有市场、产出才会有效益。”暨
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顾乃华
表示。

剑指2000亿元产业集群，珠海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跃升的一大关键抓
手，就是要建立“芯”“机”互促发展模
式，进一步提升百亿级和十亿级骨干
企业数量。

在高端打印领域，以纳思达、天
威为核心，重点突破整机芯片、耗
材芯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能力，加
快实现打印机整机产品的自主化与
产业化，围绕整机系统需求，重点
发展激光打印机研发制造，兼顾发
展针式打印机和热敏打印机等特种
打印机。

在高端PCB领域，依托方正、越
亚、景旺、中京、崇达电子，以加强半导
体元器件制造水平与可靠性为核心，
重点布局多层、HDI FPC电路板和
IC载板等领域。

在高端消费类电子领域，依托得
尔塔、基克纳，聚焦新一代通信与网
络，围绕5G通信设备生态，重点发展

高端零部件、5G射频器件、车载电子
设备、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领域。

同时，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先进智能计算平台，以金山软件、远光
软件、数说、指掌易等为基础，优先发
展信息安全、工业软件、特色行业应用
软件（含嵌入式应用软件）办公软件、
数字创意、高端信息咨询等细分领域。

在珠海产业发展中，一种变革、一
条主线愈发明晰——以产业链集聚效
应破解发展难题，如同给“龙头”接上
了“龙腰”和“龙尾”，让龙头企业变成

“链主”企业，对产业的掌控力更强了，
“舞动”也更有力了。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链
主’作用，因地制宜精准布局，围绕产
业发展上下游产业链，重点布局原材
料、基础工艺、核心零部件、电子元器
件、生产及检测设备等环节，同时加快
建设一批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检
验检测、技术转化、专利协同运用等服
务，补足产业链上的短板，进一步提升
产能规模和品牌影响力。”珠海市民营
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梅耀敏建议。

在富山工业园一围片区七星大道
旁，珠海得尔塔光电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期）项目建设正酣，预计将于今年
第三季度实现投产。该项目由格力集
团与闻泰科技共同打造，规划用地近
300亩，总投资超50亿元，将致力打
造智能化、现代化的摄像头工厂，设计

年产能9亿颗智能终端摄像头模组，
全面达产后年营收可达百亿元。

招商引资是珠海本轮产业攻坚战
的“重头戏”。珠海提出，要瞄准产业
链上下游主动出击、精准招商，大力引
进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发展潜力大
的高新技术企业。“针对新一代信息技
术这样的产业，完全能够实现引进一
个带来一批、发展一个辐射一片。”苏
秉华表示。

龙头舞动，链式发展。在7月28
日举行的珠海市5.0产业新空间集中
开工（签约）仪式暨富山工业城奠基仪
式上，共有26个项目现场签约，投资
总额560.05亿元，其中不乏新一代信
息技术领域的优质项目，有望成为珠
海迈向“万亿级工业强市”征程上的新
引擎和生力军。

在招商的方式上，珠海特别提出，
要用好“以投促引”关键一招，发挥协
同招商的合力。引入市场化手段，推
进“战略性投入+市场化运作”招商模
式，探讨与格力、华发、大横琴三大国
企及珠海基金，构建协同招商合作伙
伴关系。

近年来，华发集团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累计投资超过360个项目。这其
中，就包括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成功
推动新方正、360城市安全集团、芯潮
流等近50家优质企业落户珠海。

对好项目、强企业和优秀人才，要引得
来，更要留得住，就需要厚植高质量的发展
土壤。前不久，“深珠联手 合作共赢”香洲
区5.0产业空间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行，邀
请了超70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和装备制造类企业参与，集中展示
了珠海市、香洲区的产业空间和投资环境。

活动现场，中兴系统集成、翰亚微电
子、沃信达科技等30个高成长创新型项目
签约落地。项目囊括光电、智能检测与制
造、数字经济、新能源、集成电路等香洲区
重点产业方向，签约载体面积共计13.22
万平方米，项目落地后将为香洲发展引入
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

快马加鞭“筑巢”，为产业发展“引
凤”。6月26日上午，位于珠海高栏港高速
西侧的两片空地彩旗飘扬，数十辆工程车
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工程人员在朝阳下挥
汗如雨。随着上百台桩机一齐轰鸣，平沙
电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
园同时动工。

“原来的产业空间无法满足工业发展
的要求。5.0产业新空间建设热潮的背后，
是珠海对产业强市的渴望，也是为了迅速
把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做起来，
加快打造具有珠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
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管是招商引资项目，还是增资扩产
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就是土地空间。珠
海在全市产业大会上提出，针对园区产业
招商载体不足，企业自建工业厂房成本高
等问题，鼓励由各区及国有企业集中建设
一批高标准厂房或定制厂房，以低于市场
价租赁给企业直接投入生产。

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特别是产
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真是一场“及时
雨”，既能够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又能
让企业“轻装上阵”。

一场拓产业空间、强产业载体的攻坚
战正在经济特区热土打响。珠海更明确提
出，在产业布局上着重打造东西部两大“引
擎”，实施“双轮驱动”战略：

东部片区以高新区后环为先导区打造

未来科技城，对标深圳高新区，集聚高密度
创新要素、打造高水平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高品位产城融合典范，以新技术、新产业打
造新引擎、新高地。

西部片区以广东省大型产业集聚区富
山工业园二围片区为起步区，重点对标苏
州工业园，加快整备可连片开发产业用地，
以大空间、大投入牵引大项目、大产业。

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而言，
这一谋篇布局更富深意——

在珠海高新区，华为珠海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联合创新中心在2020年底正式
揭牌成立。该中心由华为与华发集团携手
组建团队进行专业化运营，着力建设珠海
信创产业生态示范区。而在不远处，一座
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科创园区“港湾1号”
运营三年来共吸引5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入驻，聚集了8000多名产业人才，形成软
件设计、互联网、集成电路三大产业集群。

2021年，珠海高新区软件和集成电路
产业规模首次突破百亿大关。不断完善的
产业载体和公共平台，纷至沓来的创新项
目和人才资源，已经成为提升区域创新力、
产业竞争力的源头活水。

放眼西部，新近奠基动工的富山工业
城，计划总投资约1300亿元，将打造珠海
连片规模最大、全省单一项目建设总量领
先的5.0产业新空间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承
接大湾区创新要素和产业资源，其中着力
聚焦的产业方向之一就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

作为此次开工仪式的分会场之一，由
格力集团重点投资打造的格创·智富项目
也同时宣布开工。该项目位于斗门区乾务
镇富山工业城二围片区，总投资约26.1亿
元，总计容建面约62.4万平方米，分两期开
发建设，整体于2023年底竣工验收，预计
2022年底将有约20万平方米的5.0产业
新空间达到进驻企业入驻条件，旨在构建
以电子信息核心元器件生产、智能装备制
造与组装为主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为珠海市和斗门区做优做强新一代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

本地人才供应不足，高端人才引进
困难，是珠海现代产业发展的现实问
题。对此，梅耀敏建议，要立足珠海积极
打造和布局人才供应链。

“首先是要鼓励与支持在珠海的院
校优化专业设置，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
发展紧密对接，降低人才与产业的适配
成本，包括可以增设物联网、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等一

批新专业。”梅耀敏表示。
他也建议，鼓励本市软件信息、集成

电路等头部企业更多地承担“人才母机”
功能，加强校企合作，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将基础研究与
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专业人才，培养
产业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和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有效提高人才的靶向性
和复合性。

专家访谈>>>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院院长苏秉华：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珠海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梅耀敏：

立足珠海积极打造和布局人才供应链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
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珠海明确要聚力发展
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数据显示，2021年，珠海市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73.14亿元，

同比增长 9.56%；珠海信创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97.55亿元，同比增长28.32%，在办公软件、
打印机和芯片设计细分领域逐步形成优势。

强化“顶层设计”

既要有“龙头”舞动 也要有“链式”发展

厚植发展土壤

快马加鞭“筑巢”为产业发展“引凤”

在珠海中京电子电路有限公司，工人对生产的线路板进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