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山工业城5.0

产业新空间到处呈现

塔吊林立、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为今年

年底交付 150 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全力冲

刺。这也是富山工业

城建设 398 万平方

米5.0产业新空间的

关键一步。

接续构建富山工

业园、新青科技工业

园、斗门生态农业园、

斗门智能制造经济开

发区等四大园区发展

格局，做大做强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等产业集群；

全力推动4500

亩成熟用地储备，以

大空间、大投入，牵引

大项目、打造大产业；

……

市第九次党代会

明确将“产业第一”作

为工作总抓手之一。

1 月 12 日召开的市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

把“坚持产业第一，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今后五年发展目

标任务之一，为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锚定

“规划图”“路线图”。

作为珠海的重要

一极，斗门区全面贯

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

会、市十届人大一次

会议精神，在产业新

空间、园区主战场、成

熟用地储备等多领域

发力，把“产业第一”

的“规划图”“路线图”

变成“施工图”“实景

图”，为“产业第一”高

质量发展提供空间载

体、磅礴动能，加快构

建“大产业、大城市、

大交通”发展格局，打

造富裕、美丽、幸福

“大斗门”。

斗门区多领域发力起势贯彻落实“产业第一”

奋力打造实体经济主战场

决战主战场，百日大攻坚。
“奋战134天，冲刺74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8月18日，在富山工业城A-J
区项目（一标段）“百日攻坚”誓师大会
暨劳动竞赛启动仪式上，中建三局项目
部管理人员及8家分包单位庄严宣誓，
向今年12月底完成该标段5.0产业新空
间建设目标发起冲锋。

富山工业城位于富山工业园二围
片区，核心区范围约14800亩。其首期
交付目标为15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其
中中建三局承建74万平方米，建设内
容包括19栋标准厂房、8栋相关配套
设施。

7月28日奠基开工，工期仅有五个
月，需完成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安装工
程、室外道路、管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等。项目建造体量巨大，建设期间混凝
土约需32万立方米，钢筋、钢管投入各
约10万吨，投入建设工人约8000人。
工期紧、任务重！正是此次誓师的作用
所在。

富山工业城成为我市打造“5.0产业

新空间”的重要阵地。
在珠海迈向万亿工业强市的必由

之路、必经之战征程中，5.0产业新空间
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高频词和关键
词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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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好项目有土地、好产业有空
间，斗门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战略部
署，吹响了坚持“产业第一”、高质量建
设5.0产业新空间的嘹亮集结号！

建设398万平方米的5.0产业新空
间。7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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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主会场富山工业园二围
北和分会场龙山片区、虎山片区、预制
菜产业园二期等处举行，其建设规模为
全市之最，项目体量为全市之最。富山
工业城作为我市“产业第一”大布局的

西部重要“引擎”，将打造成珠西产城融
合示范区，同步打造全市乃至全省单一
项目建设总量领先的产业新空间。

宏大叙述；破局起势。
这是一场小步子慢增长小心态的

破局、珠海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破局、
澳珠极点能级量级偏小的破局；

这更是一次大干快上的起势、实体
经济主战场的起势、辐射粤西并引领带
动珠江口西岸发展的起势。

富山工业城5.0产业新空间，位于
“主战场”二围北片区。在该片区，斗门
区总计整理土地2715亩，谋划398万平
方米新空间，总投资160亿元。

一旦起势，势不可挡。富山工业城
5.0产业新空间的建设，将按照“2022年
全面动工、部分建成，2023年大规模建
成”的时序，以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重点，提速提质
提效，力争今年年底实现超150万平方
米高标准厂房项目的整体完工。

以5.0产业新空间建设作为“破题
开路”的大手笔大布局，这张“重磅王

牌”，将助力珠海市高质量完成今年产
业发展新空间拓展任务。另一方面，更
为斗门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能、新的增长极。

一直以来，斗门区坚持以实体经济
兴区、强区，以实体经济谋取民生福
祉。相关数据显示：1月至6月，以伟创
力、超毅等企业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实现产值207.84亿元，同比增
长14.4%；以冠宇、鹏辉等企业为代表的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00.93亿
元，增长3.1%；以格力、运泰利等企业为
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实现产值
71.42亿元，增长19.7%。

以上数据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
集群，已经成为全区工业增长的主要引
擎，为斗门区构建“大产业”格局奠定坚
实基础。而进一步优化、拓展“产业第
一”发展空间，将更加有效地集聚磅礴
动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建设富
裕、美丽、幸福“大斗门”：这正是富山工
业城5.0产业新空间的意义所在之一。

西部大布局
建设398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见习记者 陈怡蓁

摄影：本报记者 何锬坡
陈庆洋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
“园区投入倍增”工程，2022年统筹投
入不少于100亿元建设资金，高水平
规划、高起点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加速
整备一批满足项目快速落地基本条件
的连片可开发用地。其中，斗门区准
备连片成熟用地 3000 亩（2 平方公
里）以上。

所谓成熟用地，实际上是政府
精心挑选出的交通区位优越、用地
手续完善、基础设施完备、可实施项
目建设的优质地块。这些成熟用
地，是工业投资的重要载体，也是实
现工业投资倍增的关键因素。有了
成熟用地，就有了工业投资，也就有
了产业发展的空间支撑——这是一
个良性循环。

“要强化产业要素保障，坚持集
约用地原则，严格按照《珠海市先进
制造业投资项目经济指标指引》要
求，落实工业投资项目准入标准，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项目综合效益。加
快项目载体建设，全面对接珠海大型
产业集聚区，加强土地整备，确保今
年完成4500亩。”斗门区委书记苏虎
表示，要让土地等着项目来，而不是
项目来了等土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斗门的产业崛起。

斗门区4500亩成熟用地从何而
来？

“这些成熟用地主要集中在富山
工业园。”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负责人表示，按照市政府规划部署和
斗门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斗门区将
全力推动全区成熟用地储备工作。主
要举措包括：

积极参与珠海大型产业集聚区
规划建设。推动富山工业园纳入粤
港澳大湾区（珠西）高端产业集聚发
展区，启动富山工业园152平方公里
全域规划。

完善园区产业用地指南。分行业
设定园区用地产出强度、固定资产投
资强度，重点引进新一代电子信息、新
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质产业项
目。

高标准建设园区基础设施。推动
园区配套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园
区投入倍增计划，加快园区内道路、污
水处理、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推
进工业园区与城市公共设施无缝对
接，推动共建园区产城融合15分钟生
活区。

拓展产业用地空间。加大土地
收储力度，明确每年全区工业用地

“熟地”储备工作任务，制定工业用
地“熟地”储备计划，力争5年内实现
园区规划工业用地项目 100%“熟
地”化。打好村镇工业集聚区升级改
造攻坚战，整合碎片化产业用地和园
区周边村镇工业用地，纳入园区统
一管理。

筑巢引凤，蓄势腾飞。斗门区将
以4500亩成熟用地的大空间、大投
入，牵引大项目、打造大产业，让更多
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打造富裕、
美丽、幸福的“大斗门”。

土地等项目
4500亩成熟用地
助推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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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越芯半导体高端射频与FCB-
GA封装载板生产制造项目（以下简称

“越芯项目”）的B1厂房，已如期正式启
动装机，进入设备调试阶段，A1厂房部
分车间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越芯项目位于富山工业园，由珠海
越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斥资35亿元建设。

珠海越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是珠海
越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越亚半导体”）的全资子公司。越亚半
导体是全球首家利用“铜柱增层法”，实
现“无芯”封装载板量产的企业，其生产
的无线射频封装载板、处理器封装载
板、系统级嵌埋封装产品，在细分市场
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越芯项目是继越亚半导体满载和
南通越亚半导体项目扩建后，再次在珠
海投资的重要项目。

“越芯项目预计2024年年底全面
建成达产，年产值将达35亿元。届时，
越亚半导体将成为以多种工艺、多种产
品线、多家工厂服务于全球客户的半导
体封装载板解决方案供应商。”越亚半
导体副总经理谢凤霞表示，该项目将助
力公司继续保持在无线射频封装载板
市场上供货量全球第一、嵌埋封装载板
供货量行业第一、FCBGA封装载板供

货量全国第一的优势。
借力好风，直上青云。越芯项目达

产后，珠海越亚的三个工厂将分别进行
专业化生产制造，补强中国半导体在载
板封装材料上的短板和弱势，为斗门区
落实“产业第一”、工业兴区注入磅礴动
能和发展动力。

越芯项目的如期投产，是该项目继
16天实现“拿地即开工”、50天实现首栋
厂房封顶、90天实现第二栋厂房封顶
后，再一次跑出的加速度，是富山工业
园落实“产业第一”、加快推进富山工业
城建设的生动实践。

工业园区是斗门区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主阵地，也是落实市委市政府

“产业第一”的西部主战场。
当前，珠海市正紧紧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
健康四大主导产业，以及智能家电、装
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集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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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门区细化“产业第一”目标任务，
着力构建以富山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
园、斗门智能制造经济开发区、斗门生
态农业园为重点的四大园区发展格局，
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等产业集
群。数据显示：上半年，斗门区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7.87亿元，同比增
长6.0%；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1%、
19.8%和15.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
快，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0.4%，装
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6.0%。

为进一步下好这盘集聚“产业第
一”磅礴动能的大棋，斗门区全力推动
四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并在高质量发
展中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其中：

富山工业园将打造千亿级电子信
息高端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基
地。作为珠海的重要一极，富山工业园
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方位
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创新要素
和产业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
集约发展，已初步形成三大产业方向：
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

新青科技工业园已形成以伟创力
为龙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以
冠宇电池、鹏辉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产
业集群，今年上半年工业产值为197.51
亿元，同比增长9.3%。接下来，新青科
技工业园将加快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

术产业转型升级。
斗门智能制造经济开发区围绕百

奥电气、东升源等加强智能装备企业
集聚，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实现
31.22亿元，同比增长11%。为实现更
高质量发展，斗门智能制造经济开发
区将紧抓鹤洲高铁新城建设契机，重
点布局智能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
域，打造珠海西部千亿级智能制造示
范区。

斗门生态农业园持续做好“一条
鱼”文章。在已建成30万平米水产品深
加工厂房、近21万吨冷库容量的基础
上，率先在海鲈预制菜食品领域进行探
索，目前已引进多家预制菜企业和强竞
等冷链龙头企业，完成斗门区预制菜产
业园概念规划，推出《加快推进斗门区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条措施》，
并于7月28日正式启动预制菜产业园
二期项目，推动打造全国海鲈交易平
台，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现代农业全产业
体系。下一步，斗门生态农业园将加快

“白蕉海鲈”产业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以
“白蕉海鲈”等特色优势水产品为主导
的预制菜产业，加快建设省级预制菜产
业园，推动三产融合，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制造业立区
做大做强四大工业园区

中京电子园区。

富山工业园区。

富山工业城
5.0 产业新空间
建设现场。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