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体兴则经济兴，

实体强则城市强。自

2021年12月市第九次

党代会召开以来，珠海

如何加快贯彻落实“产

业第一”决策部署？如

何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

产业经济？

高位谋划，精准发

力。市委书记吕玉印，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

豪等市领导密集奔赴一

线，访企业听心声、看项

目问困难、进园区看进

展，带头把更多精力放

在抓产业谋产业强产业

上。

方向既明，干劲倍

增。当前，珠海正牢牢

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

鼻子”，向着“到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6000亿元’‘工业总产

值突破1万亿元’‘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4000家’”等目标奋起

直追，全力打好产业发

展攻坚战，奋力推动珠

海经济特区高质量发

展。

“一揽子”产业政策

措施出台、产业招商力

度不断加大、重点产业

项目纷纷落地，支柱产

业培育壮大……产业之

变，为城市之变打上了

鲜明的“烙印”，这正是

珠海加快推动产业实现

大发展大提升的生动注

脚。

“产业第一”珠海攻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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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湾区三灶镇的广东
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三溪科创小镇重点产业配套项目动工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高新区格创5.0产业新空间项目效果图。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珠海企业参加2022深圳国
际电子智能制造展。

通讯员 冒轩 摄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2021年12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珠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
开，市委书记吕玉印代表中国共产党珠海市
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勇担使命 加快
发展 当好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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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描
绘了珠海未来五年的美好蓝图，确立了“产业
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的工作
总抓手。

12月29日

中国共产党珠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书记吕玉印强调，
要锚定目标干到底，牢牢把握“产业第一、
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的工作总
抓手，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加快把美好
蓝图变成现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
立业。

2022年1月5日

市委书记吕玉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
豪召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全市工业经济发
展、产业园区建设、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等情况汇报。

1月10日

市委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吕玉
印强调，要紧扣“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
越、民生为要”的工作总抓手，围绕产业聚人
才，集聚人才促发展，奋力开创湾区人才高地
建设新局面。

1月12日

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指出，要全力
打好产业攻坚战，围绕“项目”抓招商，围绕

“配套”抓园区，围绕“提速”抓服务，围绕“集
聚”抓都市经济。

1月26日

鹤洲新区筹备组举办2022年首场招商
引资项目“云签约”仪式，总投资21亿元项目
落地鹤洲一体化区域。

高新区以举行1月重点项目集中入驻仪式，
总投资6.8亿元的6大项目屏对屏“云签约”。

1月29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2年市政府重
点工作和市十件民生实事任务分解情况汇
报。《2022年市政府重点工作分解表》形成
123项具体任务，其中“全力打好产业攻坚战”
共21项任务。

2月25日

斗门区2022年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开工
仪式在富山工业园举行，新签约、动工产业项
目达51个，涉及项目总投资超570亿元；

香洲区产业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正
式上线，构建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的长效机制，现场签约金额超400亿元。

2月28日

珠海市政府官网发布《珠海市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今年我市安排重点
建设项目465个，总投资9451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155亿元。

高新区搭建银企对接平台“输血”科技型
中小企业，达成19项签约，授信总额1亿元。

3月11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与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
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欣旺达电动汽
车电池有限公司将在珠海投资建设欣旺达新
能源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占地约800亩，总
投资120亿元，将有效填补珠海动力电池产
业链核心环节，助力珠海打造新能源全产业
链高地。

3月15日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虎
年珠海第一家敲钟上市的企业，也是香洲区
首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

3月16日

《金湾区(开发区)关于落实“产业第一、项
目为王”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为金湾区产
业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

3月22日

《珠海高新区2022年抗疫助产惠企利民
“财金十条”政策措施》正式发布，鼓励实体经
济稳步发展。

“产业第一·青号行动”——2022年珠海
市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活动正式启动，全市各
级各类青年文明号集体将围绕“产业第一”工
作要求和创新发展主导战略广泛开展岗位建
功活动。

4月7日

珠海高新区管委会与中国中电国际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中电信息
拟投资约16亿元打造珠海首个“中电信创产
业谷”。

4月19日

三溪科创小镇举办重点产业配套项目动
工仪式，总投资约42.5亿元的漫舒·溪里广
场、三溪公园和三溪邻里中心3个项目正式
动工。

4月24日

市委、市政府高规格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
会，会议提出实施好六大攻坚行动，全力打好产
业发展攻坚战，重磅发布“1+5+3”产业发展系
列政策文件。

4月28日

珠海出台实施助企纾困“39条”政策措施，
帮扶工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文体旅游业、交
通运输及物流业企业。

高新区举行4月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当月
共落地1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入
驻面积超6万平方米。

5月1日

《珠海市财政局支持服务保障“产业第
一”十项措施》印发，明确推动园区投入倍增
计划，5年内投入资金不少于500亿元。

5月7日

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
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63个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合作金额超1800亿元。

5月10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珠
海经济特区工业用地控制线管理规定》，该政
策于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明确对工业用
地实行总量控制、底线管护，明确了工业用地
控制线内的城市更新项目，禁止将工业用地
改为商业用地或者居住用地。

5月12日

拱北海关制定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十
六条措施，突出“保畅通、稳主体、提效率、优
服务”四个方面，千方百计为外贸护航。

5月16日

珠海高新区召开产业发展大会，举行了5
月重点项目签约、标准厂房建设、银企战略合
作等签约、授牌仪式。

香洲区赴东莞、深圳开展投资促进工作，
并先后举办两场香洲区工业载体和投资环境
推介交流会。

5月18日

市招商委员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吕玉
印强调，要坚持“产业第一”，全力推进招商引
资工作，迅速做强做大做实产业基础，加快推
动珠海实体经济内涵式发展。

5月20日

高新区创新推出全市首个重点产品推
广平台，同时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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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

香洲区召开产业发展大会，投资总额
156.6亿元的27个项目启动、投资总额51.1
亿元的17个项目落成（共新增产业载体273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207.7亿元的124个项
目签约。

建星控股智能制造基地和建采智能产业
园在高新区项目所在地块开工奠基。

5月30日

总体量达60万平方米的高新区“港湾7
号·智造超级工厂”正式动工建设，预计今年年
底前可完成20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厂房建设。

6月3日

《2022年珠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
大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市全面打好产业发展
攻坚战和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速提供充足的
人才支撑。

6月5日

《珠海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
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印发，从财政、
货币金融等6大政策38个方面制定143条
具体措施。

6月6日

珠海康定电子分布式光伏能源项目在高
新区康定科技产业园举行开工仪式，有力推
动高新区清洁能源建设。

珠海首个划拨供地只租不售标准厂房落
地金湾，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集聚
发展。

6月8日

《全市政法机关服务保障“产业第一”的
实施意见》在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

6月10日

鹤洲新区（筹）驻广州招商部在粤能大厦
正式挂牌成立，将积极对接广州各类创新、产
业等资源以及各类智库、金融机构等平台，吸
引更多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到鹤洲新区
（筹）投资创业。

6月23日

金湾区金欣智能制造产业园正式动工，
金航集团将对地块进行重新规划，并对闲置
厂房进行工业5.0定制化改造，整租给进驻
企业深圳市欣智旺电子有限公司使用。

6月26日

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
息产业园全面动工，这是珠海在建规模最大、
配套最齐全的5.0产业新空间项目。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分别与广东普拉
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普伊特自动化系
统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标志着总投资24亿
元、年产值超50亿元的两大项目正式落户珠
海。

6月27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与矩阵数据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矩阵数据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将在珠海投资建设智能
汽车总部基地、人工智能及自动驾驶产业园、
国家级智能汽车科创中心、智能物流园等项
目，项目总投资100亿元，预计达产年产值
300亿元，年税收超15亿元。

6月29日

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D区和大数据中
心二期正式动工，这是由高新区与华发集团
合作建设的总规模约95万平方米5.0产业新
空间。

7月5日

我市召开科技创新大会，总结我市前一
阶段科技创新工作，表彰2020、2021年度珠
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单位和个人，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

7月7日

由高新区和格力集团在高新区北围片区
重点打造的格创5.0产业新空间项目开工建
设，项目总占地面积5.17万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20.68万平方米，总投资9.57亿元，按
计划年底签约企业可进场装修。

7月14日

港珠澳跨境贸易全球中心仓项目地块在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挂牌出让公
告，成交后打造全国首个“卖全球、全球退”跨
境电商产业集群。

7月17日

《珠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
年度）》正式发布，成为珠海市集成电路产业
年度发展的全景图。

7月18日

珠海传美讯科创园项目开工，助力金湾
区加快打造高端打印设备产业集群主阵地。

7月22日

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
陆北交所，成为珠海第45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第二家北交所上市公司。

金湾区公共租赁住房及人才公寓项目开
工，将建设不少于2500套公共租赁住房及人
才公寓，建成后将服务珠海市管理人才及各
企业中高级人才。

7月23日

珠海高新区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珠海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提升
行动方案》，部署10个方面30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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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本次活动
上签约项目26个，投资总额560.05亿元。
富山工业城核心区范围约14800亩，将打造
成为全市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典范。

7月30日

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在高新
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计划明年竣工，将打造
为珠海智慧医疗示范园区。

8月7日

鹤洲新区筹备组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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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

主题为“深珠融合 潮涌湾区”的珠海高
新区300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推介会在
深圳成功举办。

8月20日

香洲区举办视云科技珠海基地开业暨鸿
蒙生态共建珠海香洲高峰会，全国首款鸿蒙
电子哨兵系统——视云鸿蒙电子哨兵系统首
次亮相。

8月22日

鹤洲新区筹备组发布《鹤洲新区筹备组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关于支持商贸物流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香洲区上市企业育成中心启用，为企业
衔接资本市场搭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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