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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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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一：底蕴
工业发展成于技改
技术为先形成惯性

1993年，三灶镇成功引进了一条
现代化摩托车产线，并建立起第一家
合资摩托车厂。其后，港资企业联邦
制药等重点项目，也相继落户三灶、红
旗各镇，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理
念，为日后金湾区的工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

乘着时代的大潮前行，金湾区在
此后工业发展历程中，也始终不忘强
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或通过招
商引资招徕前沿项目、吸引先进技术
落户于此，或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开展
技术优化升级，使技术改造融入“金
湾基因”，助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惯
性”。

如今的金湾区，已经完成了工业
发展的多轮迭代，拥有丽珠制药、中
航通飞、高景太阳能等一批龙头企
业，并逐步形成了以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5
大产业集群为引领的“5+2+N”现代
产业体系。

其中，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推进，
金湾区的人均拥有专利数量，也得到
了大幅的提升——2021年年底金湾
区的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1.59件/
万人，大幅领先我国15.8件/万人，在
全国县级区域中处于领先水平，彰显
技术改造的显著成果。

答案二：配套
鼓励引进前沿技术
政策赋能创新发展

今年上半年，金湾区共完成了4
个亿元以上投资总额的技改项目——
珠海 LNG 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11.31亿元）、景旺电子高多层印制电
路板产品线技术改造项目（1.9亿元）、
珠海摩天宇金湾分公司试车台项目
（1.72亿元）和崇达电路智能自动化电
路板技术改造项目（1.06亿元）。

由此可见，这些重点技改项目分
别涉及新能源、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
产业领域，技术改造的内容涉及关键
生产工艺升级或设施配套优化，与

“5+2+N”现代产业体系的规划的“同
向而行”。

一致的步伐，源于一致的信念。
多年来，金湾区紧密配合省、市一级
的技术改造政策，在政策、资金、人才
等多个方面，发挥“金湾所长”，满足

“企业所需”，配套企业的技术改造需
求，鼓励引进前沿技术，赋能企业创
新发展。

在政策方面，金湾区科技和信息
化局及多个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技改
政策宣传力度，深入企业了解掌握重
点企业增资扩产、开展技术改造升级
的意愿，并发挥省、市工业投资贷款贴
息政策的抓手作用，引导企业加快实
施技术改造投资，配套产业转型发展，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在服务方面，金湾区加快壮大特
色产业集群，激励龙头项目增资扩产、
带动上下游配套聚集。优质服务，卓
有成效。今年上半年，金湾区已签约
了多个本地企业增资扩产或新建项
目。其中，宏昌电子材料股份公司签
约了一份新的增资扩产协议，计划新
增投资10.47亿元，建设环氧树脂二
期、三期项目。

答案三：信心
营商环境助力技改
企业敢想金湾敢做

“企业主动谋划技术改造，不仅
是对自身发展前景有信心，也是对在
金湾未来的成长有信心。”金湾区科
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技术改造工作可视作
区域产业发展潜力的一个“缩影”。

“技术改造是一个周期性的工作，成
果不会在当下就有所体现。所以，企
业的定力和耐心很重要。”该负责人
表示，正因如此，结合今年上半年金
湾区所取得的技改工作成绩，人们不
难看出金湾各工业企业对于未有着
十足的信心和定力。

这样的定力，有赖于金湾区优
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政策配
套。今年，金湾区围绕“产业第一”
决策部署，相继推出了《金湾区 (开
发区)关于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
王”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产业发展政
策。

在宏观层面，金湾区部署了下
一阶段的产业发展任务，加快建设
载体、完善发展平台，启动打造“7+
3+1”产业园区规划等，推动平沙电
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
产业园等 5.0 产业新空间的建设，
打造更大的载体、推出更优的服
务，以此配套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
需求。

在微观层面，金湾区制定了多个
政策工具，如推出系列惠企金融政
策，助力解决企业在技改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资金困难，并在海关、物流等
方面，优化审核流程，专人专项服务，
便利企业从外地、甚至国外引进新技
术、新设备。“企业敢想，金湾敢做。
这就是我们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态
度。”该负责人介绍道。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8月11日
上午，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滩
片区生态修复工程2022年度第二批次增
殖放流活动在南水镇赤鱼头码头举行，近
6555万尾鲜活鱼苗、虾苗被放归大海。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放流的人员齐
聚赤鱼头码头岸边，听从统一的号令将水
桶内的鱼苗和虾苗有序投放。伴着晶莹
的水花飞溅而起，被放归的鱼虾迅速四散
游向远处，为高栏港东大堤海域注入“新
鲜血液”。

据介绍，此次活动共投放鱼苗和虾苗
6555万尾，包括斑节对虾800万尾、近缘
新对虾5700万尾、黄鳍鲷30万尾、黑鲷

25万尾。本次活动是加大水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举措，旨在倡导社会各界关爱水生
生物，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民增产
增收。

“增殖放流是补充渔业资源种群与数
量，维护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稳定的一项有
效手段。”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7、8月份是水生生物繁衍生
息的关键时节，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黄
金时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对幼苗成长
极为有利，将有助于进一步恢复海洋生物
资源，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

金湾区相关部门共50余人参加活
动。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家
住平沙镇前进社区六队的嫦姨，家门口不
时传来一阵阵歌声、掌声和欢笑声，吸引
不少路人驻足——在这里，该社区为一群
趣味相投的粤剧戏友，打造了名为“粤韵
瑰宝”的微课堂，吸引了不少戏友到此唱
大戏、演大戏。

在微课堂现场，此次粤曲微课堂邀请
了平沙镇曲艺协会资深戏曲表演老师黄
克图、谭美琼和许荣佳担任授课老师，通
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配合默契的示范表

演，赢得了戏友的阵阵掌声。戏友全神贯
注的望着老师们表演，饶有兴味地倾听和
观摩，并踊跃参与实践。

随着老师的讲解逐渐明晰，通过现场
点评、指导与示范，戏友们逐步掌握了演
员上台、换位、交流、手眼身步法等粤曲基
本表演形式。活动中，老师和戏友们良好
互动，使课堂气氛持续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韵味十足。

此次微课堂也是前进社区申报的“民
生微实事”之一。此前，前进社区应社区
粤曲爱好者的要求，将粤剧课程纳入了

“民生微实事”之一的“居民康乐一体微课
堂”中。本期微课堂共5节课，吸引近20
名粤曲爱好者参与，以此鼓励大家品味粤
剧之美，散发传统艺术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金湾
区膳食补充剂龙头企业汤臣倍健在第十
七届益生菌与健康国际研讨会上，正式发
布自主菌株技术成果——副干酪乳杆菌
LPB27。研究表明，该菌株在免疫调节、
提高肠道有益菌数量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健康促进作用。

记者了解到，该菌株在多项体内外功
能测评中显示，具备耐胃酸、耐胆盐等优
良性能，具有改善炎症、缓解IgE介导的
过敏症状以及增加肠道有益菌数量等多
种健康促进功能。目前，该菌株研究成果
也已在海内外多家知名期刊杂志上刊登，
并成功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相关实验

成果也已相继实现了应用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LPB27是一株地道

的中国“本土菌”。据了解，我国益生菌行
业起步较晚，产业核心技术仍然严重依赖
于国外领先企业，市面上益生菌终端产品
所用的多数菌株源于国外。鉴于菌株的
研发生产对技术、时间以及资源投入等要
求高，具有较高的行业技术壁垒。

在此基础上，汤臣倍健依托金湾区良
好的生物医药基础，以及完善的产业研究
环境，历时7年时间，最终从265株专有
婴儿菌株中甄选出LPB27，并将助力该
优良菌株实现产业化应用，为市场消费者
创造了更多选择。

汤臣倍健研发本土菌株
获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
珠海金湾特斯拉中心在红旗镇美满
车城正式开业。据介绍，特斯拉中心
是金湾区红旗镇招商引进的优质新
能源汽车企业，这也是特斯拉在珠海
的第二家交付中心，服务面将着重覆
盖金湾区、斗门区等珠海西部地区，
为珠海西部的汽车服务业带来了全
新的业态。

活动当天，珠海金湾特斯拉中心
还开放了钣喷车间部份区域供到场
来宾参观和了解，展现了精良的设
备、专业的团队和全球统一的服务水
准，为观众展现了扎实的造车及维护
工艺。

特斯拉近期创新推出的“自助交
付”服务也将在珠海金湾特斯拉中心
上线。车主只需在线上缴纳尾款、提
前办好保险，即可在约定的交付当天
携带证件直接前往交付中心办理临
时牌照，向工作人员领取车钥匙等物
品，可直接根据指引前往车辆停泊
处，最快仅需30分钟即可完成提车。

近年金湾区大力发展新能源产
业，并不断强化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
基础设施配套工作。特斯拉作为新能
源汽车业界的领先企业，在拉动新能
源消费、建设新能源配套方面，具有丰
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积累。此次金湾

区、红旗镇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大力
引进珠海金湾特斯拉中心，也是进一
步强化金湾区新能源产业配套的新尝
试、新实践。

“珠海金湾特斯拉交付中心的顺
利开展是红旗镇招商引资和大力支
持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见证。”红旗
镇经济发展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红旗镇将一如既往当好企业“有
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真心
实意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通过政
府和企业双向发力，以实际行动赋能
助力企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珠海金湾特斯拉
中心还将为用户提供充裕的车位和充
电设施，以此不断拓展充电服务网

络。此前，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仅
有金湾华发商都一个站点，难以满足
广大车主的充电服务需求。为此，该
中心也将致力于在珠海西部扩充更多
充电设施，进一步完善充电站点及设
施，配合金湾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及
城市跨越的建设进程，打造更为便民、
方便的充电网络。

珠海金湾特斯拉中心开业
完善金湾新能源产业发展配套

增殖放流 加速生态修复
金湾区放归近6555万尾鱼虾苗入海

参与放流
的人员将水桶
内的鱼苗和虾
苗有序投放到
大海。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技”谋新发展“改”出新天地
金湾区加快引领企业技术改造赋能“产业第一”

根据 2012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
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意见》，
技术改造指的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
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投
资活动，是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
效率、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安全生产
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技术改造？

近日，金湾区上半年的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工作“成绩单”出
炉——

新增项目方面，金湾区上半
年技改备案项目108项，其中千
万元以上项目共42项、亿元以上
项目共 6 项，总投资合计约
28.21亿元。此外，共有57家企
业申报省级技术改造奖励。

入库项目方面，全区243个
在库工业技改项目完成投资
29.22亿元，同比增长91.9%，增
速远高于全市平均增速（4.6%），
技改投资占全市的44.5%，其中
完成投资过亿项目4个。

技术改造与产业发展息息相
关。金湾区技改工作所取得的一
系列亮眼成绩，不仅彰显了区内
工业企业蓬勃的发展活力，也体
现了金湾区未来深厚的发展潜
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托新技
术加持，金湾区也将继续迈步发
展成为珠海“产业中心”，赋能“产
业第一”。

那么，金湾区为什么能在技
改方面持续取得突破？答案，与
金湾区工业发展的底蕴、配套以
及信心有着紧密的联系。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链接>>>

近日，珠海金湾特
斯拉中心在红旗镇美
满车城正式开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品味粤剧之美 散发艺术魅力
平沙镇前进社区打造粤剧特色课程

粤曲爱好
者在进行练习。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陈怡蓁
报道：8月14日，金湾平沙镇立新社区在
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小小书签·浓浓书香”
手工课堂，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利用干花、
胶水制作“绿书签”，引导他们以书签的形
式传递知识、尊重创意，营造浓厚的书香
氛围，帮助大家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本次活动是立新社区民生微实事项
目“家门口的青少年宫”内容之一，由平沙
镇立新社区党委主办，珠海市瑞众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办，立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党群服务中心、妇联及关工委协办。

在活动现场，社工首先通过介绍书签
的种类以及作用，引导大家进入书签的世
界。紧接着，社工开始给大家发放干花、
胶水等材料，让他们自由发挥，制作出一

个属于自己的书签。
“社工姐姐，我用菊花作为太阳，下面

用小草作为绿色的海洋，你看漂亮吗？”经
过一番构思和设计后，青少年们开始裁剪
色彩缤纷的干花花枝，然后细心地将其粘
贴在书签上，制作出一个个别出心裁的书
签。“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妈妈分享
这么好看的书签了。回去以后，我还要多
看些书，好好利用这个书签。”一位青少年
高兴地说。

14日当天，立新社区还在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创新点缀人生·科技融入理想”
科普课堂，大家利用木棒、螺丝、针筒、铁
丝等简易材料制作两通道挖掘机，通过实
操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加深对科学知识
的热爱与探索。

小小书签 浓浓书香
金湾平沙镇立新社区开展手工课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