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栏港高速西
侧，上百台打桩机同
步运转，由金湾区和
华发集团联合打造的
我市首个百万平方米
5.0产业新空间建设
如火如荼。

三灶镇定家湾片
区，格创·云谷项目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伴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工人们开足马力全速
冲刺。

……
今年以来，类似

的5.0产业新空间在
金湾区不断涌现，成
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
动注脚，也昭示了巨
大的发展潜力。

去年12月，市第
九次党代会明确把
“产业第一”摆在全市
工作总抓手的首位。
今年4月，市委市政
府高规格召开全市产
业发展大会，吹响加
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冲锋号。作
为珠海主要工业聚集
区，金湾区坚决扛起
珠海产业发展主战场
的使命，在向“工业大
区”和“工业强区”同
步迈进的过程中，不
断推动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汇聚起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工业已占金
湾 区 经 济 总 量 的
69.6%，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
的44.9%，同比增长
9.5%；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占全市的
40.8%，同比增长
8.7%，工业成拉动
全区GDP增长的第
一动力。

一组组增长的数
据背后，是“产业第
一、项目为王”的发展
共识，更是加快打造
珠海产业发展主战场
的生动实践。循着金
湾高质量发展的铿锵
步履，记者带您从几
组关键词探寻产业攻
坚的金湾路径。

金湾区向“工业大区”和“工业强区”加速迈进

扛起主战场使命 谱写强工业新篇

今年4月召开的全市产业发展大会明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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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金湾正加快完善的“5+2+N”特
色现代产业体系与全市的产业布局高度契
合。”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金湾作为珠海
工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发展新能
源、集成电路封装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高
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良好基础。

何谓“5+2+N”？该负责人介绍，金湾
正重点打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新
能源汽车、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五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着力推动海洋经济、航空航
天两大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扶持发展包括智
能家电、清洁能源、电力生产等其他产业。
总的目标是，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超4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900家。

精准招商是金湾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
的抓手之一。为此，金湾区不断优化招商引
资工作机制，不仅成立了招商委员会，加快

项目决策、引进、落地、建设、投产、达产、增
资扩产“全链条”进度，还打破了以往招商部
门“包打天下”的局面，整合政府、国企、社会
资本各方招商力量，形成了大招商工作格
局。今年7月，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驻深圳招商办事处在深圳揭牌成立，通
过与中南高科的深度合作，引进更多与金湾
区产业体系相符合的优质项目落地。

随着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出，一个个新
项目不断“落地开花”。在今年5月的金湾
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大会上，
欣旺达、兴森快捷、新宙邦科技、锐骏半导
体、宏昌电子、赛纬电子、中力新能源、钧崴
电子、优巨新材料、孚延盛科技等10个优质
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200亿元，有效带
动了产业链的“补链”“强链”。

据统计，今年以来，金湾区已新引进亿
元以上项目90个，总投资约513亿元，涵盖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
服务等多个领域，高度符合金湾区“5+2+
N”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无缝衔接珠海“4+3”
支柱产业集群。

在另一个维度，拔节生长的工业技改投
资，正持续为存量企业“强筋壮骨”——今年

上半年，全区243个在库工业技改项目完成
投资29.22亿元，同比增长91.9%，增速远高
于全市平均增速（4.6%），技改投资占全市
的44.5%。

技术改造是加快企业技术提升、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金湾区紧
密配合省、市一级的技术改造政策，在政策、
资金、人才等多个方面，发挥“金湾所长”，满
足“企业所需”，鼓励引进前沿技术，为工业
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注意到，仅今年上半年，金湾区就
有4个亿元以上投资总额的技改项目——
珠海LNG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景旺电
子高多层印制电路板产品线技术改造项目、
珠海摩天宇金湾分公司试车台项目和崇达
电路智能自动化电路板技术改造项目。这
些重点技改项目涵盖新能源、集成电路、航
空航天等产业领域，技术改造的内容涉及关
键生产工艺升级或设施配套优化，与“5+2+
N”现代产业体系的规划的“同向而行”。

“技术改造是一个周期性的工作，成果不
会在当下就有所体现。”在金湾区科工信局相
关负责人看来，也正因如此，不难看出金湾各
工业企业对于未来有着十足的信心和定力。

精准招商＋技改壮骨 全面赋能珠海“4+3”支柱产业

在“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金湾区（珠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业经济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372.88亿元，同比增长2.5%。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为1.7∶74.5∶
23.8，其中工业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9.6%。

工业经济“压舱石”地位更加显现。上半年，全区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1291.96亿元，占全市的44.9%，同比增长9.5%；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305.67亿元，占全市的40.8%，同比增长8.7%，成
拉动全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

“5+2+N”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上半年，全区生物医药、新材料、
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分别实现增加值37.56亿
元、85.71 亿元、28.62 亿元、9.51 亿元、4.88 亿元，同比增长
4.8%、11.8%、163.7%、8.6%、90.6%；临空装备、临海装备（船舶
与海洋装备制造）分别实现增加值1.12亿元、10.11亿元，同比增长
9.2%、42.1%。

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大型基建项目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
金湾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8%，但引人瞩目的是，工业投资增
势强劲。数据显示，上半年金湾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0.1%，占全市
工业投资近5成，拉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3个百分点。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91.9%，占全市技改投资的44.5%，将为下半年工业
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小升规”与新增产能成效显著。截至今年6月末，金湾区共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648家，较2021年底净增67家，其中小升规56家，
新投产7家。全区排名前60的重点工业企业有44家实现正增长，完
成工业产值942.03亿元，同比增长26.6%。

工业经济持续“升温”
占全区经济总量近7成

数说金湾>>>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6月1日，珠海市瑞明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金湾区不
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厅，为其新的
产业用地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
上午刚交完资料，下午就拿到了
证。这也是金湾区首宗以“交地
即发证”模式发出的不动产权证
书，标志着金湾区“交地即发证”
模式正式启航。

“以前，土地供应后再进行不
动产登记的办理流程较为复杂、
耗时较长，现在我们通过部门联
动、信息共享、结果互认等手段，
尽最大努力缩短企业从拿地到拿
证的时间差。”珠海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金湾分中心副主任段泽洋介
绍，“交地即发证”的新模式将有
效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助推企业
发展。

这样的改革创新，正在金湾
区频繁推出。今年以来，金湾区
在“政策配套”“服务配套”等多方
面齐发力，助力意向项目“快”签
约、“快”落地、“快”建成、“快”投
产。

围绕“产业第一”决策部署，金
湾区今年已出台了《金湾区（开发
区）关于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
王”的实施意见》《金湾区转贷专项
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金湾区
产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
试点总体方案》《金湾区（开发区）
工业园区建设工作机制优化改革
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涵盖审
批改革、融资扶持、上市培育、总部
经济、工业园区建设、低效用地整
治等多个方面，为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其中，“拿地即开工”成为了
金湾区优化流程、加速项目落地
的一大亮点。依托金湾区各部门
的紧密协作，诸多5.0产业新空
间项目在金湾区跑出了“加速
度”——在金欣产业园项目中，从
拿地到开工仅相隔一天；在平沙
电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
信息产业园项目中，供地手续办

理流程缩减至常规用时的近三分
之一。

人才，始终是金湾发展的第
一资源。不论是丽珠医药集团研
究院首席科学家侯雪梅研发出中
国消化领域首个1.1类专利新药
艾普拉唑，还是中航通飞黄领才
带领“鲲龙”AG600研制团队攻
坚克难保障飞机成功首飞，金湾
不断涌现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无不凝聚着人才智慧。

今年以来，着眼打造“近悦远
来”的人才环境，金湾区不断完善
政策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
态“聚才扩圈”。聚焦产业发展需
求，金湾区对有效期届满的人才
政策进行优化升级，于6月出台
了《金湾区深入实施“金英计划”
加快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围绕
人才引、育、留、用提出22项措
施。7月，“金英计划”若干措施
申请指南印发，为政策落地提供
更清晰的路线图。

8 月 15 日，金湾区人民政
府、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放宽产
业人才引进核准条件的通知》，进
一步放宽产业人才落户限制，在
金湾企业就业且参保满半年的适
龄人员即可申请落户，以有利于
聚焦于“产业第一”发展目标，进
一步扩大产业人口规模，增加人
口总量。

环境的优化带来了人才“蓄
水池”的持续扩容。据统计，
2017年至今，金湾区产业人才库
入库人数已增长4倍；学历型人
才年均增长率为24.99%，技能型
人才年均增长率为63.9%，其中
40岁以下青壮年为入户的“主力
军”，占比超86%。

以产聚才、以才兴产，在金湾
区，随着人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集聚、产
才深度融合发展的局面正逐渐形
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着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政策赋能＋聚才引智
持续构筑营商环境“强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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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门类之外，产业布局对城市发展的
影响也不容小觑。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集
群化发展，立足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体化运作这一实际，金湾区按照“7＋
3＋1”的格局思路，对相关联的产业空间布
局进行了优化。

具体而言，即在现有七大工业园区（联
港工业区、生物医药区、精细化工区、石油化
工区、装备制造区、航空产业区、游艇产业
区）基础上，布局建设半导体产业园、新能源
及装备制造产业区、高端打印设备产业区三
大新园区，并加快完成高栏港综合保税区封
关验收。

科学系统的产业空间布局，有效推动了
新项目落地或原有企业扩能时向专业园区
集中。在此基础上，一系列拓展产业空间、
升级产业载体的行动在金湾区持续开展。
一方面，加快建设成本低、规模大、标准高、
配套好、运营优的高质量产业发展新空间。
另一方面，集中开展闲置低效用地再开发再
利用，不断扩大工业土地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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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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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
下，5.0产业新空间项目的概念应运而生，将
通过集中布局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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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生活的需求。

位于高栏港高速西侧的两片空地上，全
市首个百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建设如火
如荼。该项目由金湾区和华发集团合作建
设，包含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
子信息产业园，总投资超过40亿元，不仅根
据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产业的生
产工艺要求，精准匹配规划不同厂房类型，
还建有员工宿舍、展示中心、培训中心等多
种配套。

类似的新空间正在金湾区“多点开
花”。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金湾区已谋划
推进13个5.0产业新空间建设项目。其中，
2022年可建成或部分竣工项目5个，预计
竣工面积 134.1 万平方米；2022 年动工、
2023年建成项目8个，产业空间竣工面积
188.53万平方米。

在一个个新空间的吸引下，优质产业项
目纷至沓来。7月7日，由珠海市招商署、珠
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珠莞同心、合
作共赢”金湾区5.0产业新空间推介会在东
莞举行，10家企业意向签约入驻金湾区5.0
产业新空间，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
制造等多个领域。

加快新空间拓展的同时，如何提升现有

空间工业用地含金量，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绕不开的课题之一。为此，金湾区瞄准产
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立健全项目
准入联合审查、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等机
制，大力实施“腾笼换鸟”工程。

以位于红旗镇的联港工业区为例，该工
业区成立于2003年，于2006年成为省级工
业园区。然而，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建设的加
速推进，工业载体尤其是工业用地的不足，
已成为制约该园区产业能级量级提升的瓶
颈。

为破解这一困境，红旗镇因地制宜探索
“零土地”招商模式，引导租赁项目与闲置厂
房物业对接，今年以来已引进租赁厂房项目
11个，合计投资额约4.5亿元。不仅如此，
聚焦辖区内0.6平方公里老旧工业区（联港
工业区起步区），红旗镇联合珠海兴格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正加快推动“工改工”升级改
造。

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是园
区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7+3+1”产业园
区布局，金湾区今年正高质量建设（升级）市
政配套道路、管网、邻里中心，加密一批园区
内外公交线路，同时加快完善水电和能源供
应等生产配套设施，同步推动保障房、人才
公寓等项目建设，着力补齐园区生活配套设
施短板。

空间拓展＋腾笼换鸟 加快厚植产业发展“新沃土”

珠海LNG扩建项目二期工程项目。 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总装车间。

金湾区航空新城金湾区航空新城。。

景旺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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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