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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4+3”支柱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056亿元，同
比增长 18.5%，占全部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1.4%；同时实
现工业增加值 550.92亿元，同比增长 11.4%，占全市比重
73.6%。

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增加值增速分别达46.2%、
17.6%、15.3%，是三个增加值增长最快的产业集群。

实施产业立柱攻坚行动

加快构建具有珠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开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到
开业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作为中
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四个经济特区
之一，珠海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在推动经
济发展上展现特区担当。

进入新发展阶段，珠海被赋予在更好促
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澳珠极点辐
射带动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等
重大使命。珠海既要看到区位交通优势突
出、产业基础良好、创新资源丰富活跃、生态

环境闻名中外等长处，也要看到经济总量相
对较小、科技实力相对薄弱等不足，牢牢把
握住机遇期、窗口期，全力做大产业规模，不
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产业发展方向与路径决定产业的明天、
城市的未来，这要求珠海必须有规划、有选
择、有重点推动形成支柱产业。珠海空间有
限，结合产业发展所处阶段来看，关键要聚
焦工业，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上求突破，推
动产业破局起势。全市产业发展大会提出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与健康四大主导产业，智能家

电、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为构
建珠海产业立柱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4+3”支柱产业
对于全市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今年上
半年，“4+3”支柱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056亿元，同比增长18.5%，占全部规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71.4%。站在珠海经济
特区建立42周年的新起点上，珠海要继续
围绕“4+3”支柱产业集中用力，力争五年
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体系，朝着全市
工业总产值快速突破1万亿元的目标加速
迈进。

立足珠海产业基础：

聚焦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破局起势

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的载体和系统性的服务
不可或缺。2022年上半年，珠
海市生物医药累计完成规上工
业增加值50.24亿元，同比增
长19.5%，增速高于全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11 个百分
点。珠海生物医药产业拥有良
好基础和诸多优势，但在珠海
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梅耀敏看来，支撑全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科研院所、中试
基地、检测检验平台、政府公共
服务平台和公共信息共享平台
等方面均存在短板。

拥有研发、孵化、中试及动
物实验大楼的珠海国际健康港
一期正致力于打造成为集生物
医药产、学、研、销、服等功能于
一体的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定
位为高端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
器械综合性载体平台的金琴健
康港正在加速建设；位于高新
区的广东医谷（珠海）医疗产业
加速基地展厅和产业会客厅已
正式启用……包括生物医药在
内，一系列“补短强弱”的行动
正在“4+3”支柱产业等领域持
续开展，释放出强载体、优服务
的强烈信号。

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政策、缓缴社会保险费、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就在全市产

业发展大会召开后的第四天，
《珠海市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促进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
措施》印发，拿出真招实招为市
场主体纾困减负。在此前发布
的《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发展十
条措施》中，对新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给予的一次性补贴由
10万元提高到40万元。从“雪
中送炭”到“锦上添花”，各个政
策礼包的背后，都是珠海重视
产业、重视企业的直观体现。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而人才是创新的主体。8
月印发的《珠海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2022年产业人才服务工
作方案》，通过开展制造业人才
运行监测、人才项目申报辅导
服务、产业人才高校招聘、集成
电路学院毕业生实习、生物医
药产业人才项目对接服务、制
造业技工人才对接交流6项工
作，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
为重点，全面服务我市“4+3”
支柱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产
业立柱这项“工程”需要我们坚
持干字当头、实干为先，以闻鸡
起舞、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强
化惟实、惟效、惟快工作作风，
把“4+3”支柱产业立稳、立好，
为加快打造欣欣向荣的产业大
市提供强有力支撑。

紧盯产业发展需求：

努力构建高水平服务保障体系

前瞻布局，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互联互通。近年来，工商银行珠海
分行围绕内外贸一体化、贸易新业态等
方面，不断加大金融支持保障力度，引入
更多金融“活水”，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持续加大对出口企业信贷支
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为外贸企业
提供金融市场套保服务，帮助企业应对
利率、汇率市场波动风险。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用专
业金融服务助力珠海外贸企业有效控制
融资成本，累计为13家企业办理国际贸
易融资业务，总额15511.93万美元。今
年1-7月，工商银行珠海分行“一对一”
辅导中小外贸企业93户；开展“汇率沙
龙”线上宣传服务覆盖企业875户；新增
外汇套保首办户28户，套保率提升至
17.87%，同比增长9.75个百分点。

金融“活水”为大湾区创新赋能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积极融入城市发展大格局

千亿贷款助力珠海产业升级

聚焦支柱产业。近年来，工商银行
珠海分行紧紧围绕珠海“4+3”支柱产
业集群，深耕专业市场，做大做强，成效
显著。目前，已为珠海市信息技术行
业多家龙头企业提供授信支持31亿
元；成功为珠海新能源上市公司二期
新能源基地等项目提供合计17亿元贷
款；信贷支持珠海多个集成电路项目
合计13亿元，实现了全产业链覆盖；为
珠海市多家医药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授
信支持59亿元；为珠海智能家电龙头
企业授信支持超200亿元；为多家珠
海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授信支持
34亿元；为多家精细化工龙头企业提
供授信支持24亿元。与此同时，积极
为珠海多家核心供应链平台企业及其

上下游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发放融资贷
款达30亿元，力促核心企业不断链、上
下游企业不断流，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截至今年7月末，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制
造业贷款余额达183亿元，较年初增加
102亿元，信贷投放力度位列珠海金融
业第一。

支持产业平台。为助力推动珠海
“产业第一”提质增速，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全力支持珠海产业园区项目建设，为
香洲科技创新中心、三溪科创小镇、珠
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科技园、格
力新经济创投中心等多个项目提供贷
款2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为产业园
区项目累计投放贷款金额达1.18亿元。

助力科技型企业。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通过金融“精准灌溉”，加强对珠海市
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
度。截至今年7月末，共为珠海136户高
新技术企业提供授信支持722亿元，为23
户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授信21.88亿元，为
6户小巨人企业提供授信支持19亿元。

锚定重大项目。近年来，工商银行
珠海分行积极支持珠海市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支持了一
批交通、能源等重大基建项目。今年以
来，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累计为43个有
融资需求的重点项目制定融资方案，提
供授信支持583亿元。其中，为多个珠
海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授信融资
支持86亿元，助力珠海打造珠江口西
岸综合交通新枢纽。

金融“输血”助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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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高景太阳能

珠海金湾生产基地，

忙碌的生产场景随处

可见。今年一季度，

高景太阳能硅片产量

已上升至全行业第五

名。与其相距数十公

里的富山工业园内，

总投资26亿元的润

东晟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等项目正加快建

设，为产业发展积蓄

新动能……

产业是城市发展

的命脉，产业强则经

济强。自4月24日

全市产业发展大会召

开以来，珠海始终以

“产业第一”为牵引，

围绕“4+3”支柱产业

强链补链延链，进一

步完善产业链、构建

产业集群、打造产业

生态，加快构建具有

珠海特色的现代产业

体系。

采写：本报记者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紧扣珠海“产业
第一”发展战略，加
大投放信贷力度，全
力支持珠海实体经
济。今年以来，工商
银行珠海分行充分
发挥国有银行的使
命担当，深刻把握
“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总体要求，紧密
围绕珠海“产业第
一、交通提升、城市
跨越、民生为要”工
作总抓手，坚持服务
地方战略，聚焦重点
领域，不断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为珠海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工行力量。

截至今年 7 月
末，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累计发放信贷资
金523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 1234 亿元，
较年初净增 131 亿
元，成为珠海首家贷
款规模破千亿的银
行机构。

采写：本报记者 耿晓筠
摄影：通讯员 龚 商

加快形成区域一体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积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后发高
地”，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协同发
展体系贡献珠海力量……7月，《珠海市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5年）》印发，聚焦发
展目标、空间布局、主要任务等从市级明确
氢能产业发展路径。

在突出抓好产业链发展规划引领的同
时，珠海还精准查找缺链环节、明确补强环

节。近日，市政府与矩阵数据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者将在珠
海投资建设智能汽车总部基地等项目。矩阵
数据项目签约落户将填补我市新能源汽车产
业整车核心环节，与已落户的欣旺达、恩捷新
材料、先导智能等企业形成产业协同，为我市
新能源产业发展起到强链补链作用。

以投促引，协同发力。无论是全部投产
后年产值将达350亿元的高景太阳能珠海金

湾生产基地项目，还是全面达产后年营收可
达百亿元的珠海得尔塔光电智能制造产业
园（一期）项目，项目落户珠海的背后都能看
到珠海国企的担当。珠海坚持用好“以投促
引”关键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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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精准招
商，推动一批优质企业落户珠海。

聚焦强链补链延链：

完善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产业生态

金湾联港工业区全景。

聚焦珠海新市民特点和需求，着力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今年以来，工商银
行珠海分行主动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工
作，提供包括安居、创业、就业、医疗、保
险、养老、教育培训等一系列配套金融服
务方案。

支持“业有所为”。为促进新市民
创业就业，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运用大数
据及互联网技术，针对珠海新市民群体
推出“经营快贷”“e抵快贷”等产品，并
对符合条件的新市民创业、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人群的贷款给予风险补偿及贴
息。截至今年7月末，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已落地首笔创业担保贷款，贷款余额
500万元；完成两笔创业担保风险补偿
贷款，贷款余额达1000万元。积极支
持“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
三大民生项目，截至今年7月末，工商
银行珠海分行“广东技工”“粤菜师傅”

“南粤家政”贷款余额达3719万元。
助力“住有所居”。为满足新市民安

居需求，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主动下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大
大减轻了新市民购房压力；创新开展个
贷线上化操作业务，全面提升珠海个贷
业务办理便利度。自2021年11月2日
实现首笔线上个人住房贷款落地后，截
至今年7月末，已累计受理且成功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335笔、5.74亿元，让新市
民办贷款更便捷；积极帮助刚“落脚”的
新市民纾困，缓解还款压力，工商银行珠
海分行积极探索，对新办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购房者推出“入住还”及“尾款到期
付还”还款方式，让新市民在珠海购房安
家“轻装上阵”；创新开展“港澳居民个人
购房首期款结算业务”工作，有效解决港
澳客户购房首期款支付的痛点，便利更
多港澳居民来珠海置业购房。截至今年
7月末，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港澳居民住
房贷款余额达27.36亿元。

促进“医无所忧”。为让新市民在珠
海看病就医更方便，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以社保卡服务为抓手，积极推行社保卡

“线上办”，以二维码“一键申办”，让新市
民切实享受“互联网+社保卡”的便捷。
截至今年7月末，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已
累计受理线上办卡15.81万笔；实现社
保卡“即时发卡”，目前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已在全市46个营业网点投放了智能
柜员机自助即时发卡，为新市民提供“批
量办”服务，切实满足他们的就医结算用
卡需求。截至今年 7月末，已为珠海
3356名新市民提供社保卡“即时发卡”
服务。

“专属卡”带动消费。为进一步提
升珠海新市民的获得感，工商银行珠海
分行针对新市民群体推出“工银新锐
卡”和“工银新市民卡”两张专属借记
卡。作为新市民身份识别和享受特定
权益服务的载体，专属借记卡向新市
民群体提供专属存款及理财产品，可享
受开卡有礼、生活缴费礼、爱购周末消
费立减等优惠权益，满足新市民群体的
消费需求。

综合金融用心服务新市民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金融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