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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金湾区、斗门区和高新区共完成整备具备进
场施工条件的产业“熟地”58块，完成整备面积 7773
亩。其中，金湾区实际完成整备25块、面积3951亩，斗
门区实际完成整备20块、面积2393亩，高新区实际完成
整备13块、面积1429亩，完成“七通一平”。

为产业发展打牢“地基”

珠海全力下好土地整备“先手棋”

斗门富山工业园二围片区，北接江湾涌，
南至沙龙涌，西至崖门水道，东临高栏港高速，
区位优势极其优越。让人想不到的是，多年
前，这里曾经是水田密布、阡陌纵横的“白地”。

不久前，在湍急的江水声与大型机械作业
的轰鸣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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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当
日，26个优质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超过
560亿元。

为了高标准、高效率超前达成富山工业城
5.0产业新空间主体动工条件，斗门区整理土
地总计2715亩，现场每日投入的施工人员超
过15000人，填土4000多车，日填土量达到10
万立方米。

可以说，前期土地整备工作的迅速开展，为
这个珠海连片规模最大、全省单一项目建设总
量领先的5.0产业新空间打牢了坚实“地基”。

一座城市为项目落地提供用地保障的能
力，决定了产业潜能兑现的速度能有多快。珠
海要大力发展产业，就势必要以责任担当之

勇，破解难题之智，啃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击楫中流，迎难勇进。市第九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土地整备，强化用地规划
与产业落地对接，超前储备一批可直接用于企
业建设的工业“熟地”，全力满足优质项目用地
需求。

有决心，更有“路线图”。市产业发展大会提
出，要加强土地整备，推动连片产业用地开发，把
更多“生地”变成可直接用于企业建设的“熟地”。

所谓“熟地”，是指已完成土地开发等基础
设施建设，形成建设用地条件可以直接用于建
设的土地。相比未形成建设用地条件的“生
地”，连片整备的“熟地”更受企业青睐。

珠海明确提出，2022年要整备超过7000
亩“熟地”，全力打响土地整备攻坚战。

在金湾区三灶镇，每天超5000辆次大货
车来回奔波在湖滨路，加快填土作业，力争让

“生地”早变“熟地”的故事早在企业间成为佳
话。“这样的速度，令整个行业都感到震撼。”有
入驻企业负责人这样评价。

新的故事不断续写。市自然资源局金湾
分局副局长刘敏和同事们一起，用17天时间
完成土规调整、控规修改、建设用地转用报批
以及编制出让用地规划条件工作，为新能源产
业园区争取了1030亩建设用地……

何止金湾区，全力推进之下，截至8月，承
担整备成熟产业用地7000亩任务的金湾区、
斗门区和高新区完成整备具备进场施工条件
的产业“熟地”58块，完成整备面积7773亩，真
正实现了让“项目等土地”变“土地等项目”。

为了更进一步做好土地这篇大文章，6月
1日，《珠海经济特区工业用地控制线管理规
定》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范工业用地控
制线的地方性法规，通过刚性约束确保已出让
的工业用地真正用于工业发展。

为加大低效用地盘活和土地收储力度，
《珠海市6类低效用地整治行动指引》配套出
台，指导全市各区统筹考虑产业政策、土地供
应政策和土地市场运行情况，制定土地储备
3-5年滚动计划。

生熟之变

为产业发展攻坚战“备足弹药”

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
园一度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土地利用率低等紧迫问题。在
今年的土地整备工作中，部分项目地块涉及到南潮村72亩
留用地，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在前期结合控规、限制性条
件、土地现状等深入分析后，最终将这里纳入了产业整备地
块。

“通过土地整备，一方面释放新青工业园区产业发展
空间，另一方面也盘活了村集体土地，后期项目落地，还能
为村集体持续‘造血’，带来收益。”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
陈森说，土地整备工作中，会面对许多待解难题，需要不断
进行阶段性评估，及时跟踪研判，更要画好同心圆，让大家
清楚未来发展的前景，知道重大项目落地的背后，是个人
和集体都能受益，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说，土地整备，就是一种不断调整和理顺
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

一边是大量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一边是企业找不到
合适地块，“一地难求”与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问
题并存，这是如今全国不少城市所面临的窘境。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2年5月，珠海全市共处置批
而未供土地3005.94公顷，处置闲置土地1935.69公顷。
市产业发展大会就提出要大力清理盘活低效和闲置用地，
想方设法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6月23日，金欣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金湾
区红旗镇举行。该项目实现在拿地后两天就开工，创下

“拿地即开工”的新效率。
事实上，项目所在地块曾经是金湾区红旗镇原旭泰制

鞋公司厂房及用地，前期，红旗镇主导政企协商、高效收回
闲置土地。后期，金湾区属国企金航集团参与土地竞购及
园区建设，承担厂房改造升级任务，并将园区交付进驻企业
使用。

类似的资源盘活，在珠海不断上演。据统计，今年以
来，我市共盘活处置闲置低效用地234宗，合计946.99公
顷。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之下，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还降低
了进驻企业的前期成本投入，加速企业落地进程，跑出“加
速度”，创下“新纪录”。

精准施策

千方百计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稳就业，促创业，保民生，金融助燃
珠海市民生活的“烟火气”。今年以
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打出金融“组合
拳”，积极为珠海市民提供优质金融服
务，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助力珠海市民圆“创业梦”。今年以
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切实贯彻落实对市
民的创业支持，推出农户建档惠农e贷、
退役军人助业快e贷、创业担保贷款等多
个信用类贷款产品支持市民创业。

帮外来务工者管好“钱袋子”。为保
障珠海外来务工群体的工资安全，农业
银行珠海分行密切配合珠海相关部门的
监管要求，对外来务工群体工资保证金
账户进行监管，并不断完善外来务工群
体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扎实做好保
障外来务工群体工资支付工作。截至7
月，农业银行珠海分行累计开立288户工
资支付专户和82户工人工资保证金账
户，为近2万名外来务工人员代发工资，
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工资资金安全。

普惠贷款“真金白银”稳就业。今年
以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密切聚焦制造、
建筑、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家
政服务、修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市
民就业聚集的行业，加大对这些领域内的
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的普惠贷款支
持，助力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保障市民就
业。截至7月，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支持普
惠贷款用户达5458户，贷款余额较年初
净增16亿元，增速显著高于全行贷款平
均增速水平。

数字赋能“让信用可以当钱花”。农
业银行珠海分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结
合珠海市民个人资产情况、社保、公积
金、纳税以及经营的企业情况，通过精准
评估，让“信用”成为市民及企业贷款的
重要支持参数。同时，加强小微企业“首
贷户”拓展和信用贷款投放，支持珠海新
市民和个体工商户群体获得信贷资金。
截至7月，农业银行珠海分行累计为珠
海市民发放9000笔个人信用贷款，贷款
金额超5亿元。

金融服务锚定民生大市场

农业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助力“产业第一”

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制造业

金融“护航”制造业发展。上半年，
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加大对珠海制造业的
信贷投放力度，制造业贷款投放总金额
超过60亿元，贷款增速达120%。

大力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壮大。
围绕“产业第一，制造业优先”，农业
银行珠海分行加大对珠海先进制造

业、产业园区的贷款支持，以“科技
贷”“专利e贷”“科易融”“工改贷”等
特色信贷产品增强科创企业贷款便
利性和可获得性，以“FTE 外币贷
款+掉期贷款”助力企业在国内外的
产业布局。今年以来，农业银行珠海
分行先后为我市51家“专精特新”企

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包括信用贷款
融资、代发工资、国际结算等。目前，
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投放的高新技术
企业贷款余额已超过30亿元，较上
年增加9亿元，行业覆盖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航天装备、新材料等支柱
产业。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推产业发展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今
年以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坚持把普惠
业务作为全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普惠
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上
半年，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普惠领域贷款
余额达87亿元，贷款增速达23%，显著
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纾困解难显国企担当。为帮助符
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恢复发

展，今年以来，农业银行珠海分行积极
为受困企业和个人提供差异化金融支
持，对因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认真
执行“应延尽延、能展尽展”，截至目
前，共计为138户珠海小微企业办理
了展期和再展期。与此同时，农业银
行珠海分行积极采取减费让利措施，
创新授信模式，降低业务办理门槛，帮
助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办理套保业

务，大大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
本。今年1-6月，农业银行珠海分行
新投放贷款加权利率较2021年下降
87BP，预计一年可为企业节省超亿元
的利息支出。此外，自去年9月以来，
农业银行珠海分行通过减免各类服务
收费，向小微企业、个体商户让利共计
千万余元，惠及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超1.6万户。

加强普惠服务为小微企雪中送炭

跨境金融加速互联互通。近年来，农
业银行珠海分行深耕跨境金融创新服
务，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试点、FT账户
试点，落实各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主动
求变，创新联动，助力珠海外贸出口稳步
发展的同时，该行跨境金融业务发展迈
上新台阶。

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有

效实现各项业务新突破。上半年，农业
银行珠海分行国际业务结算量突破116
亿美元，同比增长65%；实现跨境人民币
结算量155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实
体贸易融资业务量达65亿元，同比增长
48%；实现 FT 实体融资业务量 69 亿
元；办理跨境再融资业务272亿元、跨境
资产转让业务31亿元。

大力发展跨境金融服务大湾区

强化科技赋能，努力打造服务乡村振
兴“领军银行”。近年来，农业银行珠海分
行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不断
创新优化产品和政策，为服务“三农”提供
高质量金融服务。

下沉服务重心，增加农村普惠金融
服务供给，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惠及更
多珠海农户。上半年，农业银行珠海

分行涉农贷款余额达66.46亿元，较年
初增加7.45亿元，涉农贷款规模居同业
前列。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农户信息建
档工作，目前该行已为我市245条行政
村建立信息档案，预授信农户达 3000
户，累计投放近2亿元，有效满足村民金
融服务诉求，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金融
动能。

助力乡村振兴做好服务“三农”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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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一口气拿
出7000亩“熟地”的
年度目标到发布全国
首部地方性法规守住
工业用地红线；从一
个个项目实现“拿地
即开工”“交地即发
证”到5.0产业新空
间项目在珠海不断涌
现……珠海产业蓬勃
发展的背后，离不开
大力实施土地整备这
步“先手棋”。

今年以来，珠海
高位谋划、强力推进
全市产业发展工作，
全力实施土地整备攻
坚行动，通过保障重
大项目建设，加快推
动产业实现大发展大
提升。截至8月，全市
共整备完成产业“熟
地”58块，完成整备面
积7773 亩，超额完
成全年工作目标。

一鼓作气、乘势
而上，当前，土地整备
攻坚行动正在步入
“深水区”，全面激发
出的土地活力，筑牢
了产业发展“地基”，
正为全力打好产业发
展攻坚战，奋力推动
珠海经济特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
的支撑。

采写：本报记者 李 森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金融是现代经
济的血液，血脉通
畅，经济增长才有
力。为深入贯彻落
实“产业第一，制造
业优先”决策部署，
今年上半年，农业银
行珠海分行把实现
自我发展和促进珠
海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全力以赴当好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
“产业第一”的金融
主力军。

持续加大金融
政策落实力度，引导
金融“活水”润泽实
体经济。上半年，农
业银行珠海分行实
现贷款投放总额215
亿元，贷款余额较年
初增加 88 亿元，信
贷投放涵盖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园区、
普惠小微、房地产、
外贸业、“三农”等重
点领域，有效增强了
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采写：本报记者 耿晓筠
图片：农业银行珠海分行

提供

农业银行珠海分行支持的长园集团电力工程项目。

前期土地整备为富山工业园蓬勃发展打牢坚实“地基”。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