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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5.0产业新空间项目今年计划开工44个，年内建成目标500万平方米

以高品质产业新空间支撑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12月，珠海市第九次党代会
召开，明确把“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
跨越、民生为要”作为全市工作总抓手，
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优先、创新主导，
全面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今年4月24日，市委市政府高规格召
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重磅发布“1+5+3”
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文件，统筹实施“产业
立柱、招商引资、土地整备、园区提升、强
核赋能、流程再造”六大攻坚行动，向着到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00亿元、工
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等目标奋起直追。

迈向“万亿工业强市”，高质量的产
业载体建设至关重要。对此，珠海提出，
要在今明两年统筹建设2000万平方米
的产业发展新空间，以破解产业空间不
足的“卡脖子”问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
拓展新空间。其中新建1000万平方米
的产业新空间，改扩建、提升既有厂房
1000万平方米。

随后，经过深入调研，建设5.0产业
新空间的标准和构想横空出世。市委市
政府立足珠海实际、高位推动实施5.0产
业新空间建设，积极探索一条产业发展
新路。

那么，5.0 产业新空间的标准是什
么？

“5.0产业新空间就是通过集中布局
建设以及模块化或定制化生产厂房、生
活商业配套设施和提供生产性配套服务
等方式，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和员工高
品质生活需求的产城融合型产业载体，
其标准包括：低租金、高标准、规模化、配
套全、运营优。”刘永清说。

所谓“低租金”，就是低价格出租使
用。根据《珠海市5.0产业新空间产业用
房管理指导意见》，原则上东部片区（珠海
大桥以东，以下同）5.0产业新空间产业用
房租金不超过20元/月·平方米，西部片区
（珠海大桥以西，以下同）5.0产业新空间产

业用房租金不超过15元/月·平方米。
所谓“高标准”，就是坚持高标准建

设，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需求。以《珠海
市工业厂房建设标准指引》为基础，满足
企业生产的布局、荷载、层高、物流、强弱
电、给排水等指标要求，支持模块化或定
制化厂房建设，为企业提供能用、好用、管
用的生产空间。

所谓“规模化”，就是5.0产业新空间
要连片成规模规划建设，西部片区在合
理预留大项目连片“熟地”的基础上，单
个5.0产业新空间项目用地面积不少于5
万平方米，保障公共配套服务体系的建
设空间。零星工业地块原则上优先用于
中型以上优质产业项目。

所谓“配套全”，就是坚持生产与生活
需求并重，生活、商业设施要满足员工吃、
住、娱乐休闲及商务交流等需求；生产性
服务配套体系，要有针对性地提供供应
链、营销、仓储物流、政务及其他专业性生

产配套服务，打造既有高标准硬设施又有
高水平软服务的5.0产业新空间。

所谓“运营优”，就是坚持建设与招商
同步，运营与服务并重，按照“谁建设、谁
招商、谁运营、谁服务”的原则，授权5.0产
业新空间运营国企按“即谈、即签、即落”
模式直接决策，加快项目落地入驻效率。
国企要组建专业化的招商团队，遵循“边
招商、边定制、边建设”基本思路，实现新
空间建设与招商同步，承担综合运营商角
色，持续提升产业新空间运营管理水平。

礼森（中国）产业园区智库联席总经
理张腾飞曾经多次参与珠海的产业园区
调研，为珠海园区发展建言献策。他表
示，与其它城市相比，其它多数城市关注
的是资源利用、产业引进和产出规模，而
珠海的5.0产业新空间在顶层设计和体
系构建上更全面，通过5.0产业新空间建
设来“破题开路”，无疑是珠海打出的一
张“重磅王牌”。

5.0产业新空间内涵：

低租金、高标准、规模化、配套全、运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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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珠海正紧紧围绕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
康4大主导产业，以及智能家电、装备制
造、精细化工3大优势产业集中用力，进
一步延链补链强链，迅速做大做强珠海

“4+3”支柱产业集群。
如何让好项目有土地，好产业有空

间，围绕“统筹建设2000万平方米产业
发展新空间”这一关键任务，今年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部署，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5.0产业新空间建设事宜，
实地考察5.0产业新空间建设情况，协调
解决5.0产业新空间存在问题，有力推动
5.0产业新空间建设。

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产业发
展，需要精准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委市
政府部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先后牵头
起草并出台了《珠海市先进制造业投资
项目经济指标指引》《珠海市工业厂房建
设标准指引》《珠海市大型产业集聚区建
设实施方案》等系列细化方案；绘制《珠
海市重大工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流
程图》，推动印发《珠海市重大工业投资
项目落地标准化步骤》，加快推进重大工
业投资项目落地和开工。

对在建项目，建立市领导招商项目
挂点联系和落地投产专项督导制度，组
建土地、融资、能耗、环评、人力资源、政
策兑现、一站式审批及兜底服务等8个
工作专班，从签约到达产，“一对一”解决
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推动
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早见效。

各区各部门也是迅速行动起来，一
场“新空间建设攻坚战”在各大产业园区
打响。

香洲区提出，2020年下半年，三溪科
创小镇用3个多月时间高效完成沥溪村
37万平方米用地清拆工作，为第一阶段
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提供了启动载体。全
区将确保两年内建成标准厂房550万平
方米，其中，国企建设运营200万平方米。

金湾区计划年内供地面积新增129
万平方米，加上原来的土地，谋划推进
13个5.0产业新空间建设项目，项目开
工面积292万平方米。其中，今年项目
建成6个，面积达154万平方米；2023年
建成项目7个，产业空间竣工面积138
万平方米。

斗门区力争全年完成“4000亩+”工
业熟地储备、5.0 产业新空间开工 304

万平方米、建成167万平方米，成为年内
全市供地面积最多、动工面积最大的
区。其中，投资35亿元、占地约260亩
的富山越亚项目从拍地到动工仅用时
16天。

高新区的目标是，计划总投资超
110亿元打造5.0产业新空间，总占地面
积超70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提供超300
万平方米成片的优质产业空间，助力高
新区成为布局珠江口西岸的首选之
地。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6个，剩余4
个计划年内开工，已入驻及意向面积
有近百万平方米。

鹤洲新区（筹）提出，计划年内动工3
个5.0产业新空间项目（保开智能制造中
心、粤港澳物流园、新中心项目），总用地面
积约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

从开发主体来看，各区与市属国企
积极对接双向合作，形成了市属三大国
企（华发、格力、大横琴）为主导，区属国
企为补充的5.0产业新空间项目建设和
运营的主力军。

在政企协作的合力之下，珠海5.0产
业新空间项目开发建设按下“快捷键”、
跑出“加速度”。

6月17日，香洲区三溪科创小镇三
期项目格创·智造正式动工，成为珠海首
个落地建设的5.0产业新空间项目；6月
19日鹤洲新区保开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进场施工；6月26日，金湾区平沙电子电
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两
大5.0产业新空间项目同日开工；6月29
日，珠海高新区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
D区和大数据中心二期两个项目全面动
工；7月28日斗门区富山工业城二围北
片区5.0产业新空间项目开工；8月2日，
三溪·华发智造港项目以及高栏港格创
项目开工；8月16日，三灶片区格创·云
谷项目全面动工。

处处是拼搏实干的追梦身影，处处
是争分夺秒的项目建设，处处是快马加
鞭的协同奋战……一个更加奋发有为的
珠海，正激荡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汇聚起更强大的发展
势能。

刘永清表示，根据市委市政府部
署，今年全市已启动5.0产业新空间项
目 44 个。从今年 4 月 24 日全市发起

“产业第一”冲锋号，到今年年底，全市
将建成500万平方米的5.0产业新空间。

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

今年全市已启动5.0产业新空间项目44个

“要坚持高标准建设，紧盯企
业发展需求量身定制工业厂房，
满足企业生产的布局、荷载、层
高、污水处理等要求，为企业提供
能用、好用、管用的生产空间”；

“要坚持生产与生活需求并
重，加强员工宿舍、亲友驿站、公
共食堂、共享洗衣房等生活、商业
配套设施建设，有针对性地提供
供应链、金融、科技研发、营销、政
务及其他专业性生产配套服务，
打造既有高标准硬设施、又有高
水平软服务的5.0产业新空间”；

谋划“创新之策”，切中“发展
之脉”。对珠海而言，通过加快建
设“有颜值、有内涵、有实力”的
5.0产业新空间，不仅意味着破解
产业发展空间不足的瓶颈问题，
也是推动产业载体建设与提升城
市品质有机融合，促进招商引资
工作与加强人才服务保障同频共
振的应有之义。

从一片低矮破旧的旧村，到
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一
栋栋初具雏形的高楼，短短几个
月内，三溪科创小镇的发展令人
瞩目。其中，三溪·华发智造港项
目坐落三溪科创小镇内，是香洲
区布局5.0产业新空间的重点项
目之一。随着三溪·华发智造港
动工建设，香洲区将新增 52.5
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

据介绍，整个三溪科创小镇
启动区总计容建面约84万平方
米，其中产业用房面积超61万平
方米，办公、酒店、商业等产业配
套约22万平方米，最终形成一个
集研发办公、住宅、公寓、商业、酒
店于一体，具备完善产业生态和
服务配套的智慧型产业园区。

其中，在公共服务配套方面，
建设三溪幼儿园、三溪小学、三溪
人才公寓，解决园区职工子女教
育以及企业人才生活配套问题，
今年9月，由格力集团建设管理
的三溪幼儿园即将正式招生。

完善园区交通设施。除了继
续打造三溪通勤巴士品牌外，格
力集团还参与代建了一批总里程
数超过8.9公里的市政配套重点
项目，打造更通畅的园区交通“内
部大循环”，完善两个公交车首末
站、新增约550个停车位。目前，
三溪路、沥西路、苏北街、常福路
的建设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中，其
中三溪路一期工程预计2023年
5月通车。

提升园区生态环境。目前，
由格力集团旗下建设投资板块负
责代建的三溪邻里中心和三溪公
园，已与漫舒·溪里项目同日开
工——其中，三溪邻里中心为启
动区生活服务配套项目，将设置
托老托幼服务，建成后可为园区
企业员工提供便利生活一站式服
务；三溪公园占地面积约2万平
方米。

除了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外，
对照新的标准体系，不少产业园
区开始谋求升级和改建——

位于珠海高新区的华发·科
创产业园由华发集团投资、建设、
运营，总占地面积约17.8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
由智谷圆芯广场、智汇湾中心、中
以加速器、圣博立科创园、大数据
中心一期五个子园区共同组成，
是目前珠海已建成的规模最大、
配套最齐全的现代化、智慧化园
区。

其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年
初以来，对标5.0产业新空间建
设标准和企业需求，华发·科创产
业园在生产空间和生产配套领域
全面开展优化提升，新增公共实
验室、小试中试平台，对运营服务
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会议中心、
展示中心、交流培训中心等配套
进行扩容提升，生产配套面积达
2万平方米。

礼森（中国）产业园区智库联
席总经理张腾飞认为，珠海5.0
产业新空间是珠海市对产业发展
认真思考后的结果，该理念将引
领国内园区业态的新潮流。一旦
打造出来后，更能贴近市场、满足
企业和产业工人的需求，也更能
体现产业新空间通过“拎机投产”

“拎包入住”的方式给企业和员工
带来的便利。

坚持生产

与生活需求并重

企业“拎机投产”
员工“拎包入住”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珠海市5.0产业新空间建设分布图

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标
准厂房项目D片区施工现场。

（截至2022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