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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为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科技、交通设施和人才支撑

强核赋能，融通产业发展要素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科技创新
是支撑产业发展的脊梁。创新链条尚有
短板，扶持方式亟须重构，在迅速提升城
市能级量级、加快珠海经济特区发展的道
路上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
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产业
发展大会召开后，珠海发布《创新驱动促
进产业发展十条措施》，从创新主体、创新
链条、创新要素、创新生态4个方面，围绕
创新企业、孵化载体、创新平台、科技攻
关、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科技
金融、交流合作、创新生态等创新全链条
推出相关措施，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阶段、
不同需要提出最具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为
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科技支撑。其中，为
力争实现2025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超
4000家的目标，珠海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40万元补助，对通
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
20万元补助。

实施创新发展主导战略，须加快布局
一批孵化器、研发平台、创新中心，为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空间。市科技创新局的数
据显示，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数量达12家，占全市孵化器总量比例
突破30%，占比持续保持珠三角9市首位，
已孵化健帆生物、飞企互联、西默电气、全

志科技等上市（挂牌）企业近30家。珠
海近年来构建起“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梯队培育机制。
2021年全市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
入库107家，166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高新技术企业增至2075家。

成绩仅代表过去，短板仍需填补。
激扬“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为了实现由“量”到“质”的更高水平飞
跃，一场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战正在
珠海打响。今年最新出台的《珠海市科技
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在《创新驱动促进产业发展十条措
施》基础上，提出7大行动、29条重点举
措，围绕科技企业数量规模持续壮大、科
技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企业支撑
珠海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提供“作战”路线图。该行动计划提
出，争取到2025年底，私募股权、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人超410家，科技企业营收总
额超5000亿元，营业收入亿元以上科技
企业超5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4000
家，入库高成长创新型企业超200家，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30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超12家，拥有一类知识产
权的科技企业超2000家，新增A股上市
科技企业超10家。

珠海打响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战

人才是推动产业迈向高端的第
一资源。加快锻造战略人才队伍，用
好用活各类人才，才能让人才链衔接
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提供数据显示，近5年来珠
海共引进各类人才21万人，全市人
才总量超80万人。全市累计培育认
定珠海特级工匠和珠海工匠486名、
珠海首席技师38名。全市技能人才
中获得国务院政府津贴4人，获评

“全国技术能手”8人、“广东省技术
能手”33人、“南粤技术能手”6人。
全市累计选拔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超
900名、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超1800
名，共建设博士工作站48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分站、基地）103家，累
计招收培养博士后人才392名。珠
海人才高地正在加速形成。

暖巢筑好凤来到。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全市各区无不在“引才”“育
才”“聚才”“留才”等方面下功夫。珠
海高新区已推出《高新区人才住房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人才安居
新政策，让更多青年人才享受五折购
房、六折租房的福利，助力青年人才
快速在高新区“安居乐业”，实现“人
才产业共兴”。据悉，自2016年起，
珠海高新区六年间推出了惠景慧园、
惠景怡园和惠景嘉园3个人才安居项
目，截至今年6月，人才安居项目已提
供房源1149套，配售5次，累计配售
1120套。在建中的全市首个“四型发
展环境”示范社区（京珠西A组团项
目）中就包含了又一个人才住房项
目——惠景沁园。这是一个集科创
园、人才住房、人才公寓、幼儿园、邻

里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一体的“人才乐
园”，预计2024年全面建成。鹤洲新
区筹备组今年出台《珠海万山海洋开
发试验区（珠海保税区）关于落实“产
业第一”战略实施“红宝石人才”引育
工程的若干措施》。“红宝石人才”包
含了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珠海
保税区）一体化区域的重点企业高级
管理人才和骨干、创新创业项目团队
主要负责人、“珠海英才计划”规定的
高层次人才、产业青年优秀人才等。
系列措施鼓励区域内重点企业根据
自身需求开展柔性引才，通过项目合
作、技术指导、顾问指导等方式引进
国内外专家，最多可按照企业实际支
付年度劳动报酬30%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补贴，企业每年最高可享受100
万元补贴。

珠海人才高地正在加速形成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

金融全方位“护航”珠海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主动
融入珠海地方发展大局，围绕经济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为加大对珠
海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中国银行珠
海分行积极同珠海市各级政府招商部
门对接，成功为冠宇电池、泰诺麦博、
亿胜生物等产业集群重点客群提供授
信服务，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截
至7月底，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累计发

放公司贷款超110亿元，其中高端制
造、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累计投放超
60亿元，制造业贷款规模保持双位数
增长。同时，普惠金融支持市场主体
户数达2400余户，增幅超10%。据
了解，今年前七月，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服务小微企业“首贷户”80余户，投放
金额超22亿元，切实提升了小微企业
的融资可得性。

惠民惠企保障民生。自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深入贯彻落实
减费让利、惠企利民决策部署，推出多
项优惠措施，与广大涉疫困难企业、个
人消费者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对因感
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
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
工作人员、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收入来
源人员提供个人贷款延期还款等纾困
服务。目前，已累计受理纾困企业和个
人246户，涉及贷款余额达2.44亿元。

“活水”灌溉稳增长保市场主体

用好用活平台。为更好地缓解民营
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近年来，中国银行
珠海分行不断加强与政府运作融资平台
的合作力度。通过加强与珠海“四位一
体”融资平台、“成长之翼”助贷平台、香洲
区产业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对接
合作，进一步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同
时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有效缓解我市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化融资服务体系建设。目前，中
国银行珠海分行已通过各类融资平台
先后为珠海市奇川精密、博美生物、新
迎创能源、睿特光电等众多科创型小微
企业提供近6000万元授信支持。贷款
发放后，银行还同步为企业信贷项目申
报相应政银信贷风险分担和贷款贴息
备案，让企业可以充分享受惠企政策

“红利”。

融资平台赋能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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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产业之帆，向

未来远行。今年 4

月，珠海召开产业发

展大会，提出实施强

核赋能攻坚行动，实

施创新发展主导战

略，加快集聚高端发

展要素，建设湾区人

才高地。《珠海市科技

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5

年）》紧随其后出台；

三条战略通道及其衔

接路网的规划建设进

展节节突破；全市人

才总量已超 80 万

人。大河流日夜，慷

慨歌未央。珠海经济

特区建立 42 周年，

这座城市正以“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的踏

实稳健，持之以恒的

毅力和闯关夺隘的勇

气，努力在新的赶考

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

的答卷。

采写：本报记者 陈 颖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以金融服务为

帆，护航珠海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今

年以来，中国银行珠

海分行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根本，

通过坚持政策引领、

服务优化、增强信贷

投放等一系列金融

措施，助力珠海主体

市场金融需求。帮

企业产业升级，为企

业纾困解难，在促进

珠海重点产业发展、

服务中小微企业等

方面持续发挥中行

作用，体现中行担

当。

采写：本报记者 耿晓筠
图片：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提供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举办企业汇率保值分享活动为企业服务。

交通建设支撑产业发展，图为建设中的黄茅海大桥。

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离不开条
条交通大动脉，有赖于日渐织密的路
网循环。围绕深中通道连接线、港珠
澳大桥西延线、市域轨道环线三条战
略通道规划建设，珠海正强化对外联
系通道，完善市内主干路网，加快建设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市交通运输局
提供数据显示，今年珠海重点交通项目
79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62个，前期
预备项目17个），年度投资计划152.23
亿元。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重点交通
项目年内累计完成投资84.53亿元，年
度投资计划完成率55.53%。

港珠澳大桥向西，鹤港高速截至
7月底已完成年内累计投资4.85亿
元，投资计划完成率44.05%，其二期
工程计划年底贯通。2020年动工建

设的黄茅海跨海通道5座“海上小蛮
腰”主塔雏形已巍然屹立于海域中
央，首座隧道已双线贯通。预计到
2024年上述项目全部建成通车后，
港珠澳大桥、洪鹤大桥、鹤港高速、黄
茅海跨海通道将自东向西，构筑起一
条内畅外联、联动融合的大通道，引
领带动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发展，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新轴带。

作为深中通道连接线的一部分，
金琴快线北延段一期10月基本完
工，二期预计2024年建成。高新互
通立交截至今年7月底，年内累计完
成投资1.44亿元，计划今年完工。金
琴快线北延段贯穿高新区，沿线产业
园区聚集，终点对接中山东部外环高
速，进而实现对深中通道的衔接辐

射。它与已通车的金琴快线相配合，
是由北向南贯穿珠海城区的重要快
速通道。而高新互通立交又将实现
金琴快线和兴业快线的交通转换，形
成“落一子而满盘活”的效果，更好地
让市内路网支撑产业发展，承接大湾
区中心城市高端产业和创新要素辐
射外溢。

轨道交通方面，珠机城际二期力
争2023年建成通车；广珠澳高铁珠
海中心站(鹤洲)至横琴段项目已完成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及评审工作；
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铁路正由广
州市牵头深化研究线站位方案。

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在科技、
交通、人才等方面的支撑下，珠海产业
发展已走在“强核赋能”的大道上。

三条战略通道的建设支撑产业发展

坚持政策引领，扩大绿色金融规
模。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授信试点银
行，近年来，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响
应政策号召，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自开办绿色
金融授信业务以来，截至7月底，中国
银行珠海分行已累计为广东粤电、南
方海上风电两家风电企业发放碳减排
领域支持贷款13.91亿元；为符合绿
色金融发展企业累计发放贷款37.74
亿元。

坚持服务优化，开通绿色通道。
针对珠海本地科技型企业，中国银行
珠海分行优化服务模式，建立绿色审
批通道，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持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珠海市海斯比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游艇、
功能性海洋平台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
企业，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船舶交付
后未能及时收回货款，导致企业经营
压力增加。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了解到

企业困难后，靶向施策，通过“珠海科
创贷”为公司发放500万元纯信用贷
款，有效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为企
业日常研发和经营生产提供了强有力
的金融支持。

截至7月底，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已累计为373户小微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授
信支持近23亿元，贷款余额19亿元。
其中，信用贷款余额近13亿元，占比
66%，有效打通该类企业融资堵点。

助企纾困支持“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

作为珠海对外经贸金融服务主渠道
银行，一直以来，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充分
发挥自身多元化经营和跨区域服务优势，
通过聚焦跨境结算、汇率风险等，着力提
升跨境金融结算服务水平，服务珠海外贸
业发展，为珠海“稳外贸”贡献金融力量。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
投资环境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
强等情况，汇率风险敞口面临不确定性加
大。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挥先行者优势，
积极向企业宣导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为珠
海外贸企业安全、快速“走出去”提供金融
支持，助力外贸企业稳健经营。一方面，
针对小微型外贸企业“量身打造”防范极
端汇率风险产品方案，对于符合条件的企
业在实需背景的前提下，减免企业相应交
易费用，助力企业熨平汇率大幅波动的风

险敞口。截至目前，珠海分行已为25家
企业办理该项业务，得到企业高度认可。
另一方面，积极联动上级行，不定期举办
汇率风险管理交流会，通过有汇率风险管
理经验的大型企业分享自身方法、模式助
力中小微企业树立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理
念，合理开展汇率风险管理。

为进一步满足珠海外贸企业跨境人
民币结算服务需求，中国银行珠海分行通
过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先后为
我市一批企业落地“中银跨境直通车”业
务，实现企业跨境汇入汇款秒级自动入
账。同时，为助力企业及时解决海外跨境
资金结算难题，该行充分发挥全球化、综
合化优势，积极开展“一对一”咨询服务，
协同海外联行，及时为珠海企业“出海”解
决资金结算难题。

稳外贸提升跨境金融结算服务水平

让利于民。为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积极落实金融机构减
费让利、惠企利民工作部署，推动减费让
利政策在珠海精准“落地”，降低市场主体
经营成本。

主动降低、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支付手续费。自去年7月25日起，中国
银行珠海分行主动降低借记卡ATM跨行
取现手续费，收费标准降至3.5元/笔，并于
同日起暂免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让利
实体经济。自去年9月30日起，中国银行
珠海分行取消支票挂失费、支票工本费、本
票手续费、本票挂失费、本票工本费、银行
汇票手续费、银行汇票挂失费、银行汇票工

本费等。同时，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人民币账户开户手续费、账户维护费、转
账汇款手续费、企业电子银行认证工具工
本费与服务年费、企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服务年费等实行减免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为持续推进减费让利政策
落实，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主动调整“询证
函”收费标准，同时免收小微企业“询证函”
手续费，并率先取消借记卡年费及人民币小
额个人活期存款账户管理费，惠及广大企
业用户。针对新开户企业，除免除首年开
户费用外，同时减免企业网银年费、单位结
算卡、回单箱等基础产品首年费用，仅今
年4月至5月，该费用让利已超过百万元。

减费让利点燃惠企利民“强引擎”

□全市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数量达 12 家，占全市孵化器总
量比例突破30%，占比持续保持珠三
角9市首位。

□全市累计选拔珠海市高层次
人才超900名、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超
1800名，共建设博士工作站48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基地）103家，

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人才392名。
□截至7月底，全市重点交通项

目年内累计完成投资 84.53 亿元，年
度投资计划完成率55.53%。

数据链接：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