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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海阔帆直逐浪高。

42年前的今天，

珠海经济特区宣告成

立，以“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为中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

行探路，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成就，书写了

一个又一个“第一”。

伴随着特区成长

起来的珠海高新区，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在 30年追“高”

逐“新”的发展历程

中，充分发扬“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聚力

打造创新高地、产业

高地、人才高地和开

放高地，由昔日阡陌

郊野蝶变为现代化科

技新城，成为珠海经

济特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窗口。

改革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为

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今天的珠海，正以前

所未有的决心和力

度，抓“第一”，争“第

一”，全面打好产业发

展攻坚战。作为特区

建设的“排头兵”，珠

海高新区在全面推进

“产业第一”的攻坚道

路上，在事关珠海未

来产业发展的新征程

上，继续发扬特区精

神，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勇担珠海高质

量发展龙头新使命，

锚定建设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的战略目标

踔厉奋发，以突出作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珠海高新区弘扬特区精神，勇担珠海高质量发展龙头新使命

奋进特区新征程 勇攀产业新高峰

作为经济特区中的高新区，从知
重负重的勇毅前行，到上下同欲的奋
力攻坚，再到迭创新高的突破跨越，
珠海高新区血液里永远涌动着“闯”的
基因。

从成立之初不到10平方公里的单
一片区拓展至420多平方公里的“一区
多园”，总营收从不到4亿元增长至超
34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从不到90家
发展至超1000家，高新区综合评价在
全国高新区排名一路攀高上升至第17
位……一代又一代高新人不负使命

“闯”出了珠海高新区的底气和名气。
在启航“产业第一”的特区新征程

上，珠海高新区同样虎虎生风、“闻令”
即“闯”。去年年底，珠海市第九次党
代会明确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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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全面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的

嘹亮号角，珠海高新区便以时不我待的
奋斗姿态，以“起跑即冲刺”的勃发英
姿，抓产业谋产业强产业，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使命，高
新区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
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奋力谱写珠
海创新发展主战场新篇章。”在今年年
初召开的高新区全区工作会议上，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赵适剑掷地有声，号
召全区上下继续发扬特区精神，奋进
特区新征程，交出满意的“高新答卷”。

5月16日，珠海高新区召开产业
发展大会，紧扣“产业第一、制造业优
先”，锚定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
战略目标，谋划实施“八大工程”产业
发展新路径，高标准建设珠海未来科
技城，瞄准“3+3+1”创新型产业体系
全线发力，打造“千亿级”高科技园区，

奋力在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中走在最前列。

唯有改革开放，才能强动力增活
力。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
珠海高新区持续打造政务服务“高新
速度”“高新效率”，进一步做优营商
环境。对标先进、争创一流，制度先
行，聚力推动营商环境提升“加速
度”，以“营商”换“赢商”，为服务产业
发展大局，持续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赋能。

“珠海正用产业速度解锁着产业
发展的奇迹，同时这里的暖心政策、贴
心服务激励着我们经济实体以更大的
魄力去‘闯’，更强的意识去‘抢’，更猛
的劲头去‘争’，更足的勇气去‘拼’”。
珠海华汇智造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丹表示，华汇智造从注册成立到正式
投产，仅仅用了不到5个月时间，“高新

速度”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增长点，一个

产业就是一个增长极。珠海高新区始
终永葆“闯”的精神，在夯实产业基础、
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环境上敢闯
敢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始终站在
改革开放最前沿，奋力开创产业发展
新局面。

一栋栋 5.0 产业新空间拔节“生
长”，一个个优质产业项目加速“引
进”，一批批高端人才汇聚献智“筑梦”
高新……如今，走进珠海高新区，产业
蓬勃发展的气息扑面而来。

今年上半年，珠海高新区“一区多
园”营业总收入达 1617 亿元、增长
9.8%；唐家湾主园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84.3亿元、增长3.5%，增速排名全市
第一……节节攀升的数字，勾勒出珠
海高新区“闯”出来的“新样子”。

永葆“闯”的精神，
产业攻坚冲锋在前勇当“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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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一批批重
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一队队投资考察团
接踵而至……今年以来，高新区坚持“产业
第一、项目为王”，加速招大引强、培优育
强，全力构建“4+3+N”分区域、多兵团招
商引资模式，压实各级责任，掀起全员招商
热潮，重点产业项目实现“每月有签约、每
月有落地”，为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劲支撑。

亮眼成绩的背后，活跃着一支“永远在
路上”的招商铁军。高新区招商有多

“拼”？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小彬在招商动员大会上铿锵作答：“要努
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高新区
招商队伍不是在招商，就是在去招商的路
上，让一个又一个优质项目在珠海高新区

“落地生根”。
“从项目接洽到拿到土地图纸只用了3

天，到项目签约只用了8天！”5月16日，在
高新区产业发展大会上，深圳凯智通微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段超毅激动地讲述了
过去一周的经历。由于企业业务发展，他一
直在全国各地寻找半导体测试总部项目的
落脚地，“说实话，来这里之前，已经去过全
国很多地方了，在这当中，与其中一地的招
商部门已经对接了80天，都没能落地。”

让他没想到的是，在珠海高新区，8天
内，招商单位不仅安排好了企业项目用地，
更是直接实现了签约。“除了区位好，珠海
高新区本身就有我们诸多客户，半导体产
业链比较成熟，非常适合我们。不过，最打
动我的，还是这里一流的投资环境。”

产业发展的“高质量”，往往建立在实
干“加速度”上。今年4月，全市产业发展
大会明确要求在两年内新建1000万平方
米以上5.0产业新空间，以破解产业空间
不足的瓶颈问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
新空间。

高新区“快”字当头、闻鼓而进，迅速安
排部署300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的建
设，并以惟实惟效惟快的工作导向，在深圳
成功举办300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推
介会，积极抢抓“黄金内湾”和珠江口西岸
三大都市圈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

对于此番深圳招商“引凤入巢”，珠海
高新区给予了充足的优惠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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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珠海高新区还将继续遵循“拿地
即开工、定标即开工、开工即招商”等原则，
简化流程、热情服务，提高服务企业效率。

为创新企业服务模式，打通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珠海高新区还专门成立了企
业服务中心，从帮助企业解决用电问题到协
助该公司符合条件的高管及技术骨干子女
优先入读高新区公办学校，这个“企业好管
家”无不体现出“高新温度”“高新效率”，从
而坚定了企业扎根高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在落实市委、市政府构建“大招商”格
局的过程中，珠海高新区务实高效的实干
作风产生强大“磁吸力”，生成高频“签”引
力，掀起新一轮产业招商热潮。

改革创新蹄疾步稳、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民生工程硕果累累、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三十而立的珠海高新区踔厉不怠，
始终紧扣“产业第一”勇毅前行，奔行在特
区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续写“春天的故
事”，书写新的历史，坚定扛起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经济特区的“高新担当”。

永葆“干”的作风，
拼出“加速度”
拼出“签”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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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作为珠海创新发展主战
场，珠海高新区找准责任坐标，永葆

“创”的劲头，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紧
扣“产业第一”，做优做强“3+3+1”创
新型产业体系，推动一批延链、补链、
强链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构建着未来
产业发展的“诗和远方”，加速推进着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出台促进科技创新、孵化
载体、创新创业“成长之翼”助贷平台
等系列政策，加码扶持力度，去年共兑
现各类奖补、扶持资金7.79亿元，创新
创业孵化载体实现量质齐升，孵化能
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
深入推进高企“树标提质”、大力支持
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不断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此外，珠海高新区还从顶
层设计着手，加快推进深港澳区域协
同体系建设，合作探索港澳成果高新
转化机制，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创新
活力不断提升。

在一系列创新“招数”叠加作用

下，珠海高新区创新驱动属性不断增
强，重点考核指标不断提升，创新投入
的强度、创新平台的质量、创新产出的
数量、创新主体的密度、创新人才的丰
度均显著提高。

截至目前，高新区拥有国家级人才
工程入选者53名、省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64名、市级人才工程入选者611名，约
占全市1/4；独角兽企业培育库企业48
家、上市公司培育库58家、专精特新企
业38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4家；拥
有国家级孵化器6个，省级研发机构7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8个。

与此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
提升使得高新区科创成果不断涌现：
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在中山大
学珠海校区揭牌成立。罗西尼、华冠
科技、康弘发展等企业获中国专利奖，
普生医疗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健
帆集团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
范企业。

为切实迈好“产业第一”高质量发
展新步伐，高新区创新实施深珠合作
示范工程、新兴产业集聚工程、招大育

强跃升工程、科技创新突破工程、工业
净地倍增工程、园区树标提质工程、产
城融合典范工程以及营商环境重塑工
程等“八大工程”，进一步做强产业链、
做大产业集群、做优产业生态。

5月20日，珠海高新区创新推出
的全市首个重点产品推广平台正式上
线，同时重磅推出《珠海高新区重点产
品目录》，166个重点产品、303个推荐
产品正式“上架”助力企业精准高效对
接资源，打响实施新兴产业集聚工程
第一枪，有效赋能主导产业发展。针
对如实采购《珠海高新区重点产品目
录》中重点产品的专精特新企业，高新
区还拿出了最高500万元的“真金白
银”给予鼓励和大力支持。

应时代之变，立时代之潮。从“有
机更新”老旧工业区“腾笼换鸟”打造
港湾1号国家级孵化器，到与国企携手
村集体合作开发高效盘活低效用地建
设“港湾7号·智造超级工厂”，再到“火
力全开”推进5.0产业新空间建设……
高新区永葆“创”的劲头，持续创新产
业载体建设，打造“高新样本”，为珠海

产业发展持续探路。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产业第一”

落实落地的重要基础。高新区不断升
级人才政策，创新人才服务，真金白银

“给力”兑现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让人
才扎根高新区“闯”有机会、“干”有舞
台、“成”有空间。

“高新区对人才服务的温度从非
常细节之处都能有所感受，这对人才
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非常大，我
们公司已经有8位海归高管。乘着‘产
业第一’的东风，我们将邀请更多的海
内外人才来高新区创业。”珠海光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兴龙表示。

引才之后，能不能用好人才、集聚
人才，环境很关键，机制是保证。为
此，珠海高新区创新推出人才友好青
年友好行动计划，每年将投入人才专
项经费3亿元，3年筹措保障性住房2
万套，针对青年人才设立住房补贴、生
活补贴及创业扶持等多维度支持。近
日，珠海高新区又创新出台政策，三年
内将提供6000个公办学位，让产业工
人子女“有学上、上好学、择近校”。

永葆“创”的劲头，
创新创业热土活力不断奔涌

高新区做优做强“3+3+1”创新型产业体系，推动一批延链、补链、强链重点产业项目落地。

高新区5.0产业新空间——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效果图。 高新区出台人才新政，针对青年人才设立住房补贴、生活补贴及创业扶持等多维度支持。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