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珠海的地图

上，鹤洲新区（筹）的

区位十分独特：港珠

澳大桥延长线首个高

速互通枢纽，正位于

鹤洲一体化区域的核

心区域“洪保十”片

区。从这一片区往南

望去，仅隔着一条马

骝洲水道，对面即是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鹤洲一体化区域

的西部，是规划中的

鹤洲高铁新城；而东

南部广阔的万山海域

上，万山群岛如南海

上的一串珍珠……

去年12月，珠海

市第九次党代会召

开，明确将“产业第

一”摆在全市工作总

抓手的首位，同时提

出加快鹤洲一体化区

域规划建设、拓展珠

澳港合作新空间。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洪保十”片区，以

点带面推进全市全域

与澳港深度合作。

今年是鹤洲一体

化区域全面起步之

年。鹤洲新区筹备组

牢牢把握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服务支撑

区、港珠澳大桥经济

联动承载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海洋综合试验

区三大定位，瞄准用

好管好港珠澳大桥，

以“谋定而后动”的发

展理念，探寻宝地宝

用的最优路径，全力

做好与合作区的各项

对接协同，举全区之

力支持服务合作区建

设，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鹤洲新区筹备组探寻宝地宝用的最优路径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位于“洪保十”片区的珠海国际
会展中心，书香幽幽，人头攒动。8月 19
日，2022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在此启幕，
为市民献上一场持续五天的文化盛宴。珠
海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此次盛会的主会场，
参展图书达10.5万册，还开展了30多场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会展业是“洪保十”片区的一块“金字
招牌”，也是鹤洲一体化区域的优势产业之
一。今年8月，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陆续举办
珠澳婚博会、南国书香节等大型展会，释放
珠海消费新活力，大大提振了珠海会展业
的信心。

“开渔咯！”近日，万山片区各个海岛码
头和海鲜市场同样热闹非凡。随着一艘又
一艘运输船返回码头，一批批新鲜肥美的
渔获，从渔业资源丰富的万山海域“游”向
食客的餐桌。“巴掌大的海虾很快被抢光
了，这次开渔生意应该不错！”8月17日是
开渔后的第二天，桂山岛本地商家李阿姨
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暑假临近尾声之际，海岛游也迎来
了一个小高峰。就在几天前，万山镇8月以
来首次过夜游人数破千，实现“全镇满
房”。今年，随着外伶仃岛观澜小径工程的
完工，东澳岛万山海洋生物科普馆的对外
运营，一个又一个新“地标”为万山海岛旅
游更添吸引力。

今年以来，鹤洲新区筹备组积极落实
“产业第一”，在稳住和扶持存量企业同
时，鼓励支持重点产业做大做强。1月至7
月，以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翔翼飞行
员培训为主的航空配套产业和以丽珠制
药、康乐保医疗器械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
产值较去年同期均实现双位数增长；跨境
电商产业增长快速，进出口交易额完成
60.22亿元，同比增长176%，交易额和增
速均位列全市第一，预计全年交易额约
100亿元。

与此同时，鹤洲一体化区域海洋渔业
稳中有进，以洪湾渔港为主体，海洋牧场和
海岛休闲渔业为特色的产业格局初步构

建。洪湾中心冷链基地和东港兴远洋渔业
项目预计2024年竣工；大型深远海养殖平
台“湾区横洲号”已入海调试，预计9月投
产。海岛旅游尽管受疫情影响较大，但今
年第二季度游客量、旅游收入有所回暖，较
第一季度分别增长164%和206%。

产业政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今年以来，鹤洲新区筹备组初步搭
建起产业政策体系，安排近2.5亿元作为重
点产业、科技创新、技术改造、人才奖励扶
持资金，研究出台落实“产业第一”一揽子
政策，涵盖跨境物流、海洋经济、总部经济
等“一产一策”专项扶持政策，以及土地、人
才等配套政策措施，为培育产业集群提供
全方位支撑。

目前，鹤洲新区筹备组已出台促进总
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奖励、“拿地即开
工”鹤十条、“红宝石人才”引育工程十三
条等各类政策，计划年内继续推出金融产
业、会展产业等扶持政策10项举措，打造
产业高地。

落实“产业第一”
持续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1-7月，鹤洲新区（筹）新引进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80个，投资总
额将近225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产业项目24个，制造业项目7个。
重点在谈储备项目57个，投资总额约220亿元。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今年鹤洲新区（筹）市重点项目计划安排建设项目45个，总投资

超100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8.97亿元；今年计划开工重点项目14
个，其中9个项目已实现开工建设。

优势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航空配套产业工业总产值49.62亿元，同比增长23.6%；信息

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44.61亿元，基本持平；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
值11.66亿元，同比增长13.9%。

外贸进出口态势良好
1-7月，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165.31亿元，同比增长9.7%。跨

境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1-7月进出口交易额60.22亿元，同比增
长176%，交易额及增速均位于全市第一。

招商引资成果显著

数说>>>

采写：本报记者 陈雁南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人才聚，则城市兴。近日，鹤
洲新区筹备组正式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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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才”“育才”“聚才”“留
才”四方面着力实施13条举措，
以强保障、优服务、解难题深化区
内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东电化电子元器件（珠海保
税区）有限公司，是TDK在中国
投资运行的25个制造型企业之
一，成立于1998年。公司的压敏
电阻业务已占据全球总市场份额
一半以上。该公司人力资源部总
监龙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职工
中，本科以上学历近380人，其中
博士、硕士学历50人。目前公司
最急需的人才类型主要有研发工
程师、机械自动化工程师及高级
技工类人才。

“‘红宝石人才’政策的出台，
在安居保障、人才奖励政策扶持
下，更有利于企业在短时间内吸
引合适的人才，并能让他们长期
稳定地在珠海发展。其中，‘红宝
石行业尖兵’政策将评选推荐权
下放到企业，能有效提高员工的
积极性，让我们的研发团队更强
大。”龙玫表示。

招才引才，更重要的是留住
人才。只有解决了产业人才的后
顾之忧，才能为园区的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今年以来，鹤洲一体
化区域大力推进厂房、保障房、医
疗、教育、休闲等配套建设，打造
产城融合新空间。

据介绍，鹤洲新区筹备组计
划今年内动工3个5.0产业新空
间项目，包括保开智能制造中心、
粤港澳物流园、新中心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18.3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45.55万平方米，已提前接洽
有租赁意向企业12家，预计出租
面积约38.2万平方米。

其中，保开智能制造中心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1.43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约3.7亿元，将于2023年
底竣工。项目将以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为导向，
打造成为保税+智造的新型生产
制造承载基地。

与此同时，鹤洲一体化区域
正逐步优化公共服务配套。今年
以来，鹤洲新区筹备组大力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企业员工
居住难题，在建成1600套城市新
中心保障房基础上，加快推进洪
湾片区和东澳岛南沙湾片区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力争2025年前
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约2900套。

在医疗方面，今年4月，鹤洲
新区筹备组与市人民医院签订合
作协议，委托该院运营管理保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协
议，全面托管后，该院将全力配合
和支持鹤洲一体化区域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搭建医防融合的社区
卫生服务创新模式，进一步提升
保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质量。

在教育方面，备受关注的珠
海市十字门中学进入实施起步阶
段，计划于2024年投用，建成后
预计开设60个教学班，提供学位
3000个，将更好满足“洪保十”片
区的教育需求。

畅通城市“血脉”，营造优质
生活环境。截至目前，鹤洲一体
化区域土地整合共收回71宗、
约2.37平方公里用地。回收用
地一方面将用于合作区外围的
产业协同、功能对接，释放更多
产业发展空间，为引进一批既支
持服务合作区发展、又符合洪湾
和保税区域定位的优质产业项
目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还将用
于完善区域教育、医疗、住房、文
体、市政等公共设施配套，合力
打造贯穿马骝洲水道、十字门水
道的“一河两岸”高品质城市发
展轴。

引才聚才留才
打造产城融合新空间

鹤洲一体化区域的“洪保十”片区，拥
有对接港澳的“优良基因”。从区位看，这
一片区与港澳路桥相连、与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仅一河之隔；从基础看，有珠海保税
区、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万山海洋开
发试验区等重大开放平台。

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
鹤洲一体化区域先前已有不少探索：“洪保
十”片区珠海保税区的延伸区——珠澳跨
境工业区珠海园区毗邻澳门，凭借自身的
地理、口岸通关以及扶持政策等优势，吸引
了一大批澳门青年在珠海园区创业就业，
已成为澳门中小企业的“后花园”。截至目
前，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有澳资企业
300多家，澳门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
已成为珠海澳资企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扎根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已有9
年的珠海全朋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0
年在珠海保税区的支持下成立了“想要城
跨境电商孵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该基
地，集聚跨境电商产业，帮助澳门中小企业
更好地走出澳门，扎根大湾区，辐射世界。”
该公司副总经理丁立强表示。

一头背靠澳门，一头连接香港。位于

保税区的粤港澳3D打印产业创新中心一
楼，一台新引进的金属3D打印机正在运
行，一个医用金属髋关节逐渐成型。这是
来自香港的科能医疗器械（广东）有限公司
斥重金投入的设备，旨在打造一个“金属
3D打印医疗应用实验室”。

“我们公司将3D打印定制植入骨骼
从设计到制作的时间缩短到1个月，远超
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
多个项目骨科植入到人体的成功案例，并
与香港高校在金属骨科植入项目方面进
行深入合作。”该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滨告
诉记者。

粤港澳3D打印产业创新中心自2018
年开业以来，已对接港澳公司超100家，在
孵企业、项目团队超30家，其中20%为港
澳团队，正逐步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3D
打印产业创新示范点。该中心也成为鹤洲
一体化区域深化对港合作的一个缩影。

在坐拥港珠澳大桥延长线首个高速互
通枢纽的洪湾片区，粤港澳物流园项目正
在规划建设中。该项目主要对接香港航空
物流，集保税仓储、跨境电商、冷链物流、航
空打板、供应链服务功能为一体，打通香港

进入内地第二条物流通道。建成后可助推
珠海实现外贸倍增目标，5年累计外贸进出
口额不少于3000亿元。

在对接澳门、香港的同时，鹤洲新区筹
备组尤其注重鹤洲一体化区域与合作区联
动发展，尽其所能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
除了加强合作区外围产业协同之外，鹤洲
新区筹备组正加快完善与合作区交通路网
的互联互通。

今年7月，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实现全
线贯通，为2023年6月实现通车创造了有
利条件。隧道建成通车后，从珠海保税区
到香洲区南屏镇，直接穿过黑白面将军山，
距离缩短为不到4公里，珠海快速交通路
网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此外，十字门隧道预计也将在年内完
成土建结构施工，2023年年中具备通车条
件；推进情侣南路和南湾大道等片区主干
道改造，南湾大道交横琴大桥下穿隧道上
半年实现通车，10月底前可全线贯通；情侣
南路力争年底前主线贯通。红联二路（东
段）建成完工，粤港澳物流园周边交通路网
加快建设，与港珠澳大桥物流运输路网不
断完善。

积极对接港澳
全力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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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岛。洪湾码头。

“洪保十”片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隔河相望。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