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三期项目
“格创·智造”正式动工，成为珠海首个
真正意义上实现“拿地即开工”“只租不
售”的5.0产业新空间项目，到平沙电子
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
全面动工，致力于打造珠海在建规模最
大、配套最齐全的5.0产业新空间项目。

从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D区和大
数据中心二期实现首层层高10米的创
新突破，展现5.0产业新空间的“高标准”
要求，到高新区发布5.0产业新空间特
色，紧盯蓝领工人生活需要，满足员工从
工作到生活全方位需求，夯实从“引才”
到“留才”的产业空间生态要素，打造引
才用才留才温馨家园……

5.0产业新空间的各项建设正在珠
海多点开花，一个坚持生产与生活需求
并重，既有高标准硬设施、又有高水平
软服务的珠海特色产业发展新模式，必
将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优化和提升，为珠
海实体经济的发展持续注入磅礴动力。

方向更明确、思路更清晰、打法更
精准，珠海正拿出再创新局的韧劲和闯
劲，奏响产业载体进阶的“最强音”——

香洲区提出，确保两年内建成标准
厂房550万平方米，其中国企代建200
万平方米，令优质项目在香洲区实现

“有地可落”，实现“空间等项目”。
金湾区已谋划推进13个5.0产业

新空间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135.96亿
元，其中2022年可建成或部分竣工的
项目有5个，预计竣工面积134.1万平
方米。

斗门区将发挥富山工业园连片土
地优势，加快“低租金、高标准、规模化、
配套全、运营优”5.0产业新空间建设，
今明两年计划建成500万平方米以上
工业厂房。

珠海高新区5.0产业新空间将建成
10大园区，两年内完成新开工建设200
万平方米、改扩建100万平方米的任务
目标，满足好项目、强企业、优秀人才的
各方面需求。

鹤洲新区（筹）将以生命科学和生
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造（智
能智造）等产业需求为导向，在2023年
底建设完成60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
间。

谋篇布局
奏响产业载体进阶“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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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富有生机活力的“产业森林”
解码珠海“产业地图”，聚焦新兴产业现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一）发展概况：我市已基本形成以医药制造
业为主体、医疗器械为支撑、中医药为特色、精
准营养和化妆品为补充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体系。全市拥有丽珠、联邦两家全国医药工业
百强企业，中国膳食营养补充剂领域的标杆企
业汤臣倍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被评为国
家发改委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该产业
现有规模以上企业87家，其中上市企业9家。
2021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达300.90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医药制造业
增加值达81.89亿元，同比增长19.5%，占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1%。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产值规模达到6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完善生态，做优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
充分考虑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强监管的行业

特性，坚持长期主义，依托珠海国际健康港等平
台，打造具有“科技研发-技术转移-成果投资”功
能的企业开放式创新中心，瞄准成长期、初创期创
新创业团队，“重引进、强服务、抓生态、建平台”，
培育具有持续创新和爆发能力的生物医药递进式
产业层级。

以丽珠、联邦为龙头，在巩固本地抗生素
类、消化道类、心血管疾病类和精神神经类等药
物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重点发展针对心脑血管

疾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等的新靶点、新作用机制创新化学药、抗体药、
重组蛋白质药，联合澳门发展中医优势病种的
中药新药，加快推动疗效确切、临床价值高的中
成药与中药饮片研发及产业化。

以汤臣倍健为引领，加快发展精准营养，推动
膳食营养向常规营养、个人营养和靶向营养等个
性化营养干预领域延伸。

以健帆、宝莱特为重点围绕植介入生物医用材
料、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和检查检验仪器，重点发
展血液灌流、血液透析、心脏起搏器、全降解血管支
架、义齿、人工关节和脊柱、人工耳蜗等高端植介入
产品，择机发展体外诊断设备和配套试剂产业化。

（四）重点项目
大力推动泰诺麦博单抗、健帆血液灌流扩产、

中宝创新药、汤臣倍健扩产、丽珠试剂扩产、白云
山制药、深圳重链生物诊断等项目建设提速，及早
投产。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三灶工业园（化学创新药、生物

创新药、中成药、精准营养、医疗器械），联港工业
区（创新原料药、疫苗、生物抗体、中成药），珠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香
洲区（生物创新药、疫苗、诊断试剂盒等），高新区
（生物创新药、医疗器械、医疗美容），鹤洲新区
（筹）（中医药、细胞疗法、基因疗法）。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一）发展概况：
珠海智能家电产业以格力电器为引领，在空调

领域实现了连续26年的行业领跑。拥有金品、飞利
浦、双喜等一批家电领域骨干企业。该集群共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138 家，上市企业 1 家（格力电
器）。2021年，我市家电电气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1041.93亿元，同比增长11.7%，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9.65亿
元，同比增长 9.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4.6%。

其中，格力电器覆盖从上游生产到下游回收全产
业链，产业覆盖家用消费品和工业装备两大领域，产
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绿色、循环、可持
续发展。2018 年，该公司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
奖”。2019年，格力电器参与起草的《质量管理 基于
顾客需求引领的创新循环指南》获批成为国家标准。
2020年，格力家用空调全球市场占有率达20.1%，已

连续16年稳定保持全球第一；在国内市场，格力中央
空调连续10年占有率全国第一。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智能家电产业产
值规模达到10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融合创新，赋能智能家电产
业

以新消费、新创意、新潮流为引领，以技术融合为
核心，扩大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创意设计在产品中
的应用，引领家电产业向智慧化、低碳化、时尚化方向
发展，打造大湾区智能家电产业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国内智能家电的模式创新高地。

支持格力电器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产品智能化
与时尚化需求，注重智慧家居等细分市场，重点发展
智能变频分体机、直流变频空调及中央空调，智能
化集成化厨房电器、全自动洗衣机、智能绿色冰箱及
智能小家电，积极突破智能控制软件和智能家居
云平台技术，打造智慧家居产业生态体系。

积极关注行业动态，加强智能软硬件企业招商，
重点围绕智能控制软件、智能家居云平台、无线通信
模块、传感器和智能芯片等领域，增加配套领域的特
色企业集聚，强化本地根植性。

支持金品公司探索共享制造、柔性制造等模式创
新，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支持飞利
浦向医美领域转型升级。

（四）重点项目
积极推进格力智能家电扩产、格力绿控科技冷水

机组、百奥电气智能湿度控制设备等系列项目，释放
新产能。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南屏工业园（智能空调、智能小家电

整机、智能家电核心零配件），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整机），富山工业园（智能空调、
智能小家电零部件），三灶科技工业园（智能小家电、
医美家电）。

智能家电产业

做大四大主导产业

（一）发展概况：新能源产业是指为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所衍生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服务及
应用产品的产业，主要包括核能、风能、天然气及
其水合物、太阳能、氢能、智能电网、储能等领域。
从我市新能源产业链布局情况看，相对完备的产
业链主要包括太阳能、智能电网及储能领域。

我市新能源产业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56家，
其中上市企业有冠宇电池、英搏尔、水发兴业能
源、泰坦能源、中油洁能等5家企业。2021年产
值规模约400亿元，其中超亿元企业53家，“专精
特新”企业25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税收12亿
元。

产业优势：近年来，珠海招引了一批具有高潜
力的新能源制造业，集聚了一定数量头部企业，拥
有一定创新能力，新能源产业发展具备一定优势
空间。

一是光伏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目前已集聚高
景、爱旭等在国内具备影响力的太阳能头部企业，

上游有高景生产的大尺寸单晶硅片，中游有爱旭
太阳能电池片、阿特斯光伏组件（已签约），光伏产
业已形成一定基础。

二是智能电网产业居国内前列。目前共有智
能电网规模以上企业81家，涵盖配电网自动化、智
能用电、新能源与微网等细分领域，聚集了格力电
工、许继电气、黎明云路新能源、长园电力等龙头
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完善。我市博威智能电
网是智能配电行业标准制定参与单位，拥有国内
最大的10-35kV配套控制器，占国内市场35%。

三是储能产业具备发展基础。目前已聚集规
模以上企业24家，拥有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
液、电芯、电池封装、动力电池、消费电池等细分领
域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中，恩捷新
材料是全球最大的锂电池隔膜生产厂家之一，科
立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电池正极生产企业之一，
冠宇锂电池电芯在国内销售额排名第四。

四是拥有一定创新能力。新能源产业创新平

台共30余家，其中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
电驱动系统质检中心1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
家、省级平台21家、市级平台9家；博士后科研站
5家，为全市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
动能。全市新能源产业拥有一批新兴高潜力发展
的新能源制造业，集聚了一定数量头部企业，截至
2021年底，取得有效发明专利570件。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新能源产业
产值规模达到25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龙头引领，做大新能源产
业

把握新能源产业爆发窗口，聚焦动力电池、储
能电池、光伏、氢能等领域，依靠本地产业基础和
政策吸引，引进一批引领型、支撑型、带动型的高
成长龙头企业，上下游互为支撑，实现集群化、联
动化发展。以高景、爱旭为龙头，加快培育引进从
硅片到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材料、零部件
与装备的优质项目，构建光伏产业全生态、全链

条；以冠宇、恩捷、先导智能为龙头，围绕动力电
池、储能电池，重点发展正极材料、电芯、电解液、
隔膜材料、电源管理系统、电池组件等环节，提升
动力电池产业层级。

加快布局制氢、加氢、氢燃料电池项目，择机
布局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

（四）重点项目
加快推动爱旭太阳能电池、高景大硅片三期、

阿特斯光伏、力合光电等项目建成投产，全力争取
欣旺达电池模组、SK氢能（制氢、加氢、氢燃料电
池）、60GW光伏组件、维景储能、华麟新能源、科
恒股份、新宙邦、普伊特、普拉迪光伏设备等项目
落地建设。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三灶工业园（光伏大硅片、电池模

组），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储能电池、动力电池、
电解液、隔膜材料、正极材料以及制氢、加氢、氢燃
料电池），富山工业园（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组件）。

新能源产业

（一）发展概况：我市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新引
进芯耀辉、壁仞科技、芯动科技、瑞威、集创北
方、加速科技、镓未来科技等一批具有带动力和
产业支撑能力的企业，与杰理科技、全志科技等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共同构建起从上游 IP核设
计，到第三代半导体材料、蚀刻液，再到下游封
装、测试的产业链条。该集群现有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118家，集群上市企业6家。

（二）发展目标：到2025 年，全市集成电路产
业营收规模达到10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扬长补短，做精集成电路
产业

围绕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网络通
信、电力电子、移动智能终端、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工具研发、知识产权（IP）核设计及服务等
应用领域，着力引进培育一批强链补链项目，集
聚一批细分领域领军企业，重点突破存储芯片、
高端GPU等高端通用芯片设计，大力支持射频
芯片、传感器芯片、基带芯片、物联网智能硬件
芯片、车规级芯片、半定制化芯片、电源管理芯

片等专用芯片的开发。
支持芯耀辉、芯动科技等领军企业建设针对重点

领域的EDA工具/IP核开源共享平台，推动行业协同
创新。择机布局先进封装测试、晶圆制造、IDM、专用
设备等制造与封测环节，优选企业布局光刻胶、蚀刻
液等原材料环节，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条。

（四）重点项目
全力推动瑞威科技、771先进封装、集创北

方、瀚薪计算存储一体等项目落地建设，力促SK
存储、方瑞联合半导体、芯动GPU组件、英仞微电

子等在谈项目加速落地。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高新区主园区（集成电路设计、

制造、封装测试、集成电路专用设备），香洲区
（以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可编程异构
芯片、高端 GPU、IP 核、传感器芯片、AI 射频芯
片、打印耗材芯片、物联网芯片等为主要方向的
集成电路设计），金湾区（晶圆制造、IDM、蚀刻
液），斗门区（先进封装测试、专用设备等），鹤洲
新区（筹）（集成电路跨境创新）。

集成电路产业

（一）发展概况：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
域，集聚了以伟创力、领益智造、得尔塔、基克纳
等消费电子企业团组，形成了以方正、越亚、景
旺、中京电子、紫翔电子等为代表的从原材料到
电子元器件、线路板制造的PCB产业链条；以纳
思达、天威等为龙头的国内最完整自主知识产
权打印设备及耗材产业链条；以金山软件、数
说、指掌易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目前，
该集群共有企业401家，其中上市企业4家。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产值规模达到20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芯”“机”互促，做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

建立“芯”“机”互促发展模式，引育并举，进
一步提升百亿级和十亿级骨干企业数量。在高
端打印领域，以纳思达、天威为核心增强产业自
主创新实力与创新资源链接，重点突破整机芯
片、耗材芯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能力，加快实现
打印机整机产品的自主化与产业化。围绕整
机，重点发展激光打印机研发制造，兼顾发展针
式打印机和热敏打印机等特种打印机。围绕增
材制造打印材料、3D打印设备及软件两大重点
环节，重点发展光固化、激光选区烧结、熔融沉
积成型等工艺装备，并重视产品在本地市场的
推广与应用。

在高端PCB领域，依托方正、越亚、景旺、中

京、崇达电子，以加强半导体元器件制造水平与可
靠性为核心，重点布局多层、HDI、FPC电路板、IC
载板等领域。

在高端消费类电子领域，依托得尔塔、基
克纳聚焦新一代通信与网络，重点围绕 5G通
信设备生态，发展高端零部件、5G射频器件、
车载电子设备、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领
域。

同时，依托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以金山软
件、远光软件、数说、指掌易等为基础，优先发展信
息安全、工业软件、特色行业应用软件（含嵌入式
应用软件）、办公软件、数字创意、高端信息咨询等
细分领域。

（四）重点项目
加快推动得尔塔摄像头模组、纳思达高端打

印、景旺PCB、兴盛封装载板、越亚5G基板、基克
纳电子雾化器等项目投产达产，积极争取莱宝高
科触控面板、天承蚀刻液等项目及早落地。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富山工业园（高端 PCB、高端消

费电子、5G通信、智能终端），珠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端打印设备、高端PCB制造、PCB上游材料
和化学制剂），香洲区（3D打印设备、高端打印耗
材、数字创意、工业软件、传感器、光电子器件
等），高新区主园区（数字经济、5G 通信、车载电
子设备、消费电子终端、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做强三大优势产业

（一）发展概况：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省六大化工园区之一，

在2021全国化工园区30强中位列第17名。依托园
区，我市以英力士化工235万吨PTA产能为核心，聚
集华润聚酯、晓星氨纶等下游企业形成PTA产业链，
并与长兴化工、路博润添加剂、万华化学、万通化工等
合成树脂、润滑油及添加剂企业组成化工产业集群，该
集群共有规模以上企业258家。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精细化工产业产
值规模达到10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攀升中高端价值链，转型传
统化工产业

发挥专业化工园区空间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加快调整产业重心，积极抢占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
材料、结构功能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化药
原料、日化美妆等前沿制高点和高附加值环节，加速
向精细化工转型。

以集成电路及电子信息市场需求为导向，重点
布局高纯化学试剂、氮化镓、碳化硅和磷化铟等化
合物半导体、聚酯薄膜和聚酰亚胺薄膜材、电子级
玻纤布、蚀刻液、光致抗蚀剂等。支持光伏企业与
材料企业联合开发纳米导电材料等光伏材料产
品。

精准布局血液净化材料、组织功能修复材料、骨
科材料等医用植入材料。

依托我市航空航天与汽车制造产业对轻量化材

料的需求，重点布局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和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产业。

积极引进彩妆、面膜、香精香料品牌企业及美妆
产品代工企业。

（四）重点项目
加速推动万通化工聚乳酸改性项目和生物

降解塑料项目、谦信新材料乙酸酯项目、利安隆
抗老化助剂项目、华润聚酯三期等项目投产、达
产。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材

料、新能源材料、结构功能材料、电子化学品、日化美
妆、药用新材料）。

精细化工产业

（一）发展概况：
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主要集中在智能装备、机

器人、海洋工程、通用航空及卫星应用等领域。摩天宇
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维修企业。长园集团、
优特、许继智能电网装备在国内配网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运泰利公司视觉对位模组达到国家级重大装备技
术标准，格力智能装备机器人项目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博杰电子测试自动化设备和广浩捷成像质量分析与机
器视觉自动化智能装备已经进入苹果、富士康供应
链。该集群现有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31家，上市
企业1家。

（二）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市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产值规模达到1000亿元。

（三）产业发展路径：加速迭代，升级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

坚持政策引领和市场推动相结合，加快引进培育

产业所需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努力
建成广东省高端装备的无人技术先行区。

以运泰利、格力智能装备、广浩捷、博杰电子等企
业为基础，重点在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智能感知与
交互、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系统集成
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创新型企业引进。

以先导智能为依托，加快引进新能源电池制造设
备。以长园、许继、优特为代表，加快发展智能电网装
备。

以云洲智能为主导，加快珠海万山无人船海上
测试场建成军民融合海上试验场，鼓励企业开展远
程和复杂多样化任务与信息融合等关键技术研究。

依托金湾区航空产业园，推动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新型通用飞机等产品批量生产，支持航空发动机
维修项目和航空试飞设施建设。

依托福陆重工、三一海洋重工等龙头企业，持续

完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链的总装、配套、
加工、服务协作等各环节。

（四）重点项目
全力推动三一海洋重工、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

修扩产、顺通发车载互联智能制造、林正峰智能装
备、海鹏辉精密智能制造、达闼机器人等项目加快建
设。

（五）产业布局
重点布局在斗门智能制造产业园（高端数控机

床、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富山工业园（自动化精密
检测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系统集成），珠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金湾航空产业园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新型通用飞机生产和航空发动
机维修、高端数控机床、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锂电池
制造设备），南屏工业园（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及
集成），高新区（智能电网）。

装备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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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厅。 格力智能装备的机器人乐队。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冠宇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项目车间。

建设中的富山工业城。本报记者 张帆 陈庆洋 通讯员 李华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