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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8月4日，几场阵雨丝毫没有打乱
金湾区重点项目建设的步伐。在三灶
镇定家湾片区格创·云谷项目施工现
场一派繁忙，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和
清脆的敲打声，工人们坚守一线，开足
马力全速冲刺。作为珠海市5.0产业
新空间载体之一，格创·云谷项目开工
建设伊始，便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该项目主要以智能设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为主导，建成后将
助力推动我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

‘突围’，加快构建具有珠海特色的现
代产业体系。”格力集团下属公司珠海
格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龙
鑫告诉记者。

格创·云谷项目总投资约14.7亿
元，占地面积14.13万平方米，总计容
积率建筑面积37.74万平方米。项目
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位于金湾区三灶
镇定湾五路北侧、胜利路西侧，现场完
成勘察作业和桩基试桩，目前正在进

行桩基施工，计划建设5栋厂房并配
套食堂及宿舍。南区位于金湾区三灶
镇定湾十五路北侧，现场正在进行土
地平整、回填及勘察工作，功能规划以
产业房为主，同时规划布局宿舍、食堂
配套等。项目总体计划于2023年6
月实现竣工交付。

“格力集团通过‘定制化厂房’
‘边建设边招商’建设金湾区格创·云
谷等项目，高标准打造国企代建5.0
产业新空间载体的标杆。”龙鑫介绍，
格创系列5.0产业新空间载体在遵循
工业上楼生产流线要求，最大化生产
空间，在实现“高标准、规模化、低成
本、配套好、运营优、服务全”的总体
目标基础上，引入“生产、生活、生态”
理念，打造以人为本的新型生产园
区。“5.0产业新空间载体，除了高效
促进产业集聚、升级迭代，员工也能
透过新型宿舍、智慧餐厅、休闲设施、
教育医疗等感受到完整产业生态带
来的人文关怀。”

据了解，格创·云谷南区项目目
前计划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科恒股份”）新能源装备
项目的定制厂房，投资额不低于5.6
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18亿元。科
恒股份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专业
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智能装备和稀
土功能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具备“新能源
材料+新能源装备”双驱动的上市公
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便
携式通讯、电子产品、照明及催化剂
等行业领域。

在格力集团的跟踪式产业服务
下，科恒股份从今年4月初步接洽到6
月18日在金湾区注册成立新能源装
备全资子公司实现实质性落地，仅用
两个月时间。7月11日，格力集团与
科恒股份签署了合作协议，将积极协
调旗下供应链公司为科恒股份提供供
应链资金，以资金链赋能产业链，帮助
科恒股份降低融资成本、解决短期流
动资金需求。同时，格力集团还将通
过代建厂房、产业基金、供应链融资等
举措，助力科恒股份在珠海实现高质
量发展。

记者从金湾区获悉，金湾区正加
快打造全市产业发展主战场，今年以
来，该区已谋划推进包括格创·云谷项
目在内的13个5.0产业新空间建设项
目，计划总投资135.96亿元，占地面
积144.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2.63
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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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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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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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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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7日，
记者从金湾区平沙镇获悉，该镇两支女
子醒狮队将代表珠海市出征第十六届省
运会参赛传统南狮项目。

据介绍，醒狮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
间对舞狮的一种昵称，属于中国狮舞中的
南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传
统醒狮中，女性极少拿起狮头，披上狮
帔。而现实中醒狮的女性们，通常也需要
克服更多困难阻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
力，才有可能到达男性的正常水平。

记者了解到，光是狮头就足足2500
克重，要托举着做出各种动作、演绎出狮
子风范，讲究刚柔并济，这不仅考验表演
者臂力，还要考验整个团队的协调能
力。唯有一招一式不断打磨，日复一日
高强度训练，才能赋予狮子千姿百态的
灵动。

平沙镇其中一支参赛醒狮队是由连
湾社区月泉湾幼儿园8名教职工所组成
的，当中年龄最小的也有35岁，最大的
有47岁，她们将参赛传统南狮——女子
成年组项目。她们平日里除了照顾园里
幼儿们的起居饮食，下了班后还要承接
回家买菜做饭照顾家庭的活儿。

因此，队员们均是从夹缝中挤出来
的训练时间，经常是刚吃完中午饭，马上
就要在烈日下开始一个半小时的午间训
练，有时候遇到高难度的演绎动作或配
合上的困难，队员们也会自发抽出晚上
的时间来组织训练。

而另一支参赛队伍则是平沙三中的
女子醒狮队，她们参与的是传统南
狮——女子少年组项目。目前，平沙三
中女子醒狮队所有队员正在坚持每天训
练，积极备战。

平沙“女团”出征省运会
参赛传统南狮项目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7日，
记者从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获
悉，近日，该院协同金湾区胸痛中心网络
完成了一次生死时速的救治，成功为一
名92岁高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行急诊
冠脉介入手术，挽救了老人家的生命，全
程仅用62分钟。

据介绍，7月25日，92岁高龄的刘奶
奶出现胸口剧烈疼痛，由120接入珠海市
红旗医院，心电图提示急性缺血图像，随
即启动区域性胸痛中心处置流程。省医
珠海医院心血管专家第一时间会诊后，诊
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的黄金救治时间为发病后120分钟内，且
救治时间越早越好。刘奶奶的心肌细胞
正遭受缺血坏死，危在旦夕，需要进行紧
急冠脉介入手术开通血管。红旗医院随
即以最快速度通过转诊绿色通道将老人

转诊至省医珠海医院。
在国内知名心血管专家余丹青教授

的指导下，省医珠海医院团队立刻为其
进行急诊冠脉介入手术。术后，患者的
胸痛症状得以缓解，心电图检查抬高的
ST段明显回落。至此，医护人员悬着的
心也落了下来。患者从发病直至脱离生
命危险，整个过程仅用62分钟。

“为9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成功进行
冠脉支架置入术的例数目前在国内仍屈
指可数。”省医珠海医院心血管科主任于
佳雪表示，抢救急性心梗病人要的就是
争分夺秒，近年来，省医珠海医院联同金
湾区内兄弟医疗机构单位，建立区域性
胸痛中心网络，第一时间同步诊断、同步
治疗、同步转诊、同步介入，为心梗患者
提供快速优质的医疗服务，最大程度地
守护金湾区百姓的生命安全。

金湾区域性胸痛中心网络同步诊断、同步治疗、同步转诊

62分钟！92岁心梗患者成功获救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推动南
水镇企业组建工会及相关普法宣传工
作，向企业及职工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和保障，8月5日，南水镇总工会联合南
水司法所开展南水镇生产经营企业“八
五”普法暨法律服务签约仪式。

据介绍，南水司法所将利用自身的
专业背景和职能作用根据企业需要开展
法治宣讲、法律咨询和企业法治体验服
务，深化企业对工会法的认识和组建工
会的法律依据，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普及
法律常识，为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为企业、工会职工提供定向精
准的法律服务。

普法讲座则邀请北京市炜衡（珠海）
律师事务所律师姚雪勤到场进行法治教
育宣讲，姚雪勤从“工会是什么”“建会的
法律依据”“工会组建基本流程和模板”
等多方面的法律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并
通过实际案例和工作，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让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受益匪浅。

南水镇工会主席谢固高告诉记者，
对企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能够培养企业
经营管理者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
事的观念，不断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
能力，自觉遵守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
能让经营管理者了解到企业组建工会对
自身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

南水镇举行企业工会普法讲座暨法律服务签约仪式

推进工会组建 为职工维权“撑腰”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7日，
记者从金湾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由
该院和金湾区工商联牵头召开金湾区涉
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
员会（简称“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第一次
联席会议。金湾区检察院、金湾区工商
联、金湾区司法局、金湾区财政局（区国
资办）、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金湾区
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局、金湾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八家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据了解，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工作，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优势，更好推动企业依法守规经营，服务
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改革创
新举措。第三方机制作为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的重要制度支撑，是指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对符合企业合规
改革试点适用条件的，交由第三方机制

管委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
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开展合规建
设情况、合规整改效果等进行调查、评
估、监督和考察，考察结果作为检察机关
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

金湾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
长容海春表示，该院将全面推进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纵深发展，协同第三方机制管委
会担起建设、把关、监督、治理责任，力防

“虚假整改”“纸面合规”，提升涉案企业合
规改革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做好改革“后
半篇文章”，助力各类企业纾困发展。

记者了解到，会议研究讨论并通过了
《金湾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实施办法（试行）》。与会各成员单位将
履行管委会职能，做好融合，共同落实好第
三方机制，为金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服务“产业第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金湾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全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

月泉湾幼
儿园教职工组
成的女子醒狮
队 在 紧 张 训
练。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签约仪式
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本报记者 蒋毅槿

位于香港新界大屿山东北部的中
央援港竹篙湾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
（简称竹篙湾项目），占地面积约45
万平方米，是香港规模最大的社区隔
离治疗设施项目，可提供逾6300个隔
离单位，14000个床位。该项目于今
年2月 19日正式开工，6月 19日完
工，6月21日正式交付。

速度背后是建筑单位充分应用基
于DfMA（面向制造及装配的设计）的
模块化设计理念，同时运用MiC（组
装合成建筑法）及预制构件，融合智慧
建造技术，而一家来自珠海市金湾区
的企业在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
获悉，珠海逸鹏幕墙门窗有限公司承
担了竹篙湾项目的门窗安装环节，由
该公司负责供应的装配式门窗在珠海
实现就地安装后，整体模块化的建筑
单元运输至香港竹篙湾项目施工现
场，为香港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援。

“承建任务涉及10032个主体模
块和7630个功能模块，其任务规模相
当于11个火神山医院，需要生产和安
装的门窗达到6300套。”珠海逸鹏幕
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淼表示，作
为内地“大后方”一员，这也是该公司
自去年7月踏足装配式门窗业务以
来，首次承接如此工程量大、工期紧、
任务重的项目。

张淼告诉记者，在一个半月的生产
周期中，珠海逸鹏通过全天候的流水线
生产轮班作业，最多一天可生产1000
个门窗，安装260套以上门窗。同时，
为保质保量交付所有箱体的门窗，公司
克服原料、生产、运输、装配、施工等困
难，第一时间调集所有资源。自材料到
厂后，首批门窗仅用了约一周时间便完
成了生产制造、安装的所有工序，开始
发运至香港竹篙湾项目施工现场。

“装配式门窗在设计之初就融入
了每个安装细节的考量，相较于传统
门窗的安装方式，可以实现快速装
配。”张淼介绍，该类装配式门窗有
80%工序可在工厂内完成集约式生
成，留在现场实施安装的部分仅占约
20%。同样条件下，使用传统门窗需
要2.5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个箱体的安
装，而使用装配式门窗则仅需半小
时。同时，由于完成实现了产品的预
制，装配现场不需要切割，有效降低了
工人的技术门槛要求，也明显减少了
建筑废料的产生，对环境更友好。

以竹篙湾项目为例，所有箱体作
为完整的预制房间运抵项目现场后，

仅需再对屋顶进行收口收边，实现内
部电器接驳以及楼梯安装后，即可达
到入住使用的条件。同时，所有箱体
均按照香港永久建筑标准，符合香港
建筑条例，可满足50年使用耐久性要
求，全周期安全可靠，单个MiC箱体
重 12 吨，可抵御 17 级台风。在疫
情平稳后，也可就地或搬迁转为社会
过渡性公共房屋供香港居民使用，避
免资源浪费。

当前，装配式建筑市场成长迅速，
珠海逸鹏作为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
正加快布局，从产品研发设计、工艺优
化改善、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信息化
升级等多个方面着手，通过重塑流程

等系列手段，力争实现可快速生产、安
装更具良好性能，适合市场需求的装
配式门窗。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建立
起三维建模的产品设计系统，以及针
对生产全流程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可根据每个环节的数据统计，有针对
性地完善材料供应管理、生产工序和
进度的把控等，提升产品集成化生产
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并拥有异形、技
术难度高、超大超宽型材加工的经
验。按计划，珠海逸鹏未来以装配式
门窗业务为主攻方向，在金湾区三灶
镇的生产基地将实现每年门窗20万方
以上、幕墙15万方以上的生产能力。

金湾制造助力香港疫情防控

为香港社区隔离项目安上“防护门窗”

采用模块化理念建造的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格创·云谷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高标准打造5.0产业新空间

金 湾 区 格
创·云谷项目南
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