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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从不缺向上发展的潜力。
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招商数据是一个重要考

量——2021年，全区新引进签约项目亿元以上40个，总投资
达到239亿元，预计投产后可新增产值307亿元。其中，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生物医药的产业集群工业增加值
增长尤为显著。

强劲的发展势头，也在今年得到延续。
今年1-7月，金湾区累计新引进产业项目323个，投资额

706亿元，项目数量及投资额均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其中，
新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91个，投资额522亿元；累计新
引进10亿元以上项目16个，总投资375亿元。

在这些新引进的项目中，不乏一些行业龙头或领先企
业——科恒实业项目、兴森科技FCBGA封装载板项目、新宙
邦项目、深圳锐骏半导体、普拉迪、普伊特……随着这些项目
的竣工投产，将成为金湾产业倍增的坚实支撑。

项目为王，数量倍增。当我们从产业链发展的高维视角，
再次审视金湾区的招商工作成果，两大极具金湾区特色的招
商工作思路也便随之浮现——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及承载其
他地区的溢出产业资源。

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指的是围绕金湾区“5+2+N”现代
产业体系，以及珠海市“4+3”产业布局开展精准招商，重点吸
引行业龙头或领先企业，实现产业链的强链、补链。今年相继
签约、分别投资12亿元的普伊特项目与普拉迪项目，便是精
准招商的典型案例。

据金湾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普伊特致力于为
全球主要光伏及半导体晶圆企业提供各种湿制程化学处理设
备及其智能化解决方案，其中部分设备专供珠海爱旭太阳能
项目使用。目前，项目公司正与包括爱旭太阳能在内多家光
伏企业开展合作。

普拉迪项目则计划打造国产高端智能数控机床，建造国
内先进的智能工厂，有望尽快实现“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该项目也将重点配套爱旭太阳能项目的设备需求，进一步助
力完善我市光伏新能源产业链。

“产业链招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项目并非‘空手而
来’。”该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精准招商引来的项目，往往已手
握大量市场订单，正在寻求快速落地投产，这意味着这些项目
在落地后，能够以极短的时间实现产业化，为珠海带来实实在
在的经济效益。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也开始以更大的力度“张开怀抱”，招
徕全国其他地区的溢出产业资源。以锐骏半导体为例，作为
一家起步于深圳南山、专注从事功率半导体研发、生产、销售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锐骏半导体受限于土地资源，无法扩大
生产规模。为此，金湾区迅速接洽企业，助力该公司将华南最
大的生产基地落户于高栏港片区。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景旺高栏港项目、新宙邦项目、兴
森半导体项目……不少项目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来到金
湾。然而，记者了解到，在项目相继签约落地的背后，也离不
开金湾区招商队伍及招商工作的全面进步。

一方面，金湾区不再仅是“家中候客”，转而向外“主动出
击”。今年，金湾区相继组建专业化驻点招商工作队伍，围绕

“4+3”重点产业开展精招商、招精商，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
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及西南等区域的产业资源溢出。同
时，优化服务体系，为来珠投资客商安排实地考察、手续代办
等一揽子的“管家式”服务。

另一方面，金湾区更注重发挥金融创新的杠杆作用，以资
本招商为产业发展引“活水”。其间，金湾区积极引入天使投
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等机构进驻，充分利用资本的催化和
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该区产业投资领域，实施
战略资本高位嫁接，凸显“资本+产业+资本”的闭环效应。

现在，随着各镇招商公司的相继成立，各项招商考核制度
的不断完善，专业化的招商团队逐渐成型，以优质招商工作赋
能产业发展，将为金湾区未来产业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精准招商引来龙头项目

深耕产业布局引领新未来

高栏港旁，黄茅海畔。一片
2.514平方公里的热土，正在释放出
蓬勃的发展活力——千亩熟地开
阔平整、智能通关设施完善、项目相
继进场施工。这里，就是位于金湾区
西部的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8月31日，高栏港综保区顺利通
过预验收；9月中旬，正式验收工作也
将有序开展。作为金湾区“7+3+1”
产业园区布局中的“1”，高栏港综保
区的封关验收，将拉开产业空间升级
的序幕。

新空间赋能新载体，新项目锚定
新发展。

高栏港综保区的“加速落地”的
背后，是金湾产业发展的“全力冲
刺”。今年以来，金湾区牢牢把握“产
业第一”决策部署，吹响了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冲锋号角。拓空间、建载
体、招龙头、强产业……奋进的金湾
人，脚步从未停歇。

一系列看得见的产业发展成果，
在金湾的土地上“遍地开花”。从平
沙电子电器产业园到珠海西站电子
信息产业园，从金欣产业园到金琴健

康港，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勾勒着金
湾产业的美好蓝图。

一系列有成效的产业发展政策，
为金湾企业“赋能助力”。以“产业第
一，项目为王”为首的九大产业政策
形成“组合拳”，推动重点建设项目
快落地、快建成、快投产，为金湾产业
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一系列有实力的产业行业龙头，
为金湾的产业“造血活血”。兴森、新
宙邦、锐骏半导体、宏昌电子等一大
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行业领
先企业相继签约落户，进一步充实金
湾产业发展版图。

乘势而上开新局，继往开来谱新
篇。

站在时代潮头的金湾区，循着
“产业第一”决策部署的大潮前行，肩
负起发展成为珠海产业中心的重要
使命，赋能珠海“4+3”产业集群的发
展，力争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超过4000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000家的倍增目标，致力
成为珠海先进制造业强区、重要工业
聚集区。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金湾区从不缺乏发展产业的土壤。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1993年，彼时的三灶岛上迎来了第一

个产业项目——奔腾摩托车厂。其后的二十余年里，联邦制
药、汤臣倍健、蓉胜超微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相继落地，将产业基
因融入了城市的血脉。金湾区也随之成为了珠海产业的主阵
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握科技进步的方向，找准未来产业的
风口，成为新时代金湾产业所面临的首要发展难题——产业升
级需要空间载体，这意味着金湾区只有供应更多的工业用地、
建设更优的园区载体，才能吸引来更多行业的龙头、优质的项
目，创造发展的实绩。

整备土地，释放空间，势在必行。
今年以来，金湾区将产业空间的扩容工作摆在了更为突出

的位置。其首要任务，就是加强“熟地”的整备。根据计划，金
湾区在今年内将整备“熟地”超3900亩，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所谓“熟地”，是指经过前期用地整备工作具备一定的供
水、排水、供电、通信、通气、道路等基础功能的工业用地。“企业
拿了‘熟地’就能直接使用，节约了时间，也加快了进度。”金湾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此，金湾区加快整合全区土地资源，致力实现“熟地等项
目”“拿地即开工”。今年，金湾区安排土地整备及环境整治提
升项目13个，园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44个，园区管网及水利基
础设施项目17个，实现土地的“七通一平”。

此外，为进一步助推标准厂房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金
湾区相关部门对项目立项、选址、划拨前公示、供地审批等多个
环节进行优化，通过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等举措，将供地手续办
理时限从常规的20多天优化缩减至10天。

金湾区与华发集团共同开发建设的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
与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便是典型的例子。作为珠海市首
批百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项目总用地面积超40万平方

米，总投资超过40亿元，计划在今年年内建成投用。
然而，6月项目准备开工时，这片土地尚是一片荒滩。时间

紧，任务重，大干快上，分秒必争！其后，金湾区各职能部门与
华发集团密切对接，在施工前期高质量、严规范对接各项准备
工作。

5天完成百万立方米排水清淤，10天完成60万立方米土方
填筑，20天完成30万平方米场地平整……6月26日，项目全面
动工，实现“选址即进场”“拿地即开工”，真正跑出了“金湾加速
度”。目前，该项目正加快推进桩基、承台建设等工作。

既要加大力度确保“熟地供给”，又要加快整治“低效用
地”。“两条腿”走路，是金湾土地扩容的关键所在。今年，金湾
区正式印发《金湾区（开发区）低效用地整治提升三年攻坚工作
方案》，提出3年时间内完成15000亩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的
攻坚目标，降低存量低效工业用地数量，更好地向内挖潜、增加
供应。

为切实摸清底数，金湾区梳理了全区20000平方米以上工
业用地信息，查明273宗用地上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能属
于低效工业用地，并重点收集整理这批用地的土地权属、用地
面积、出让时间、建筑面积等信息，完成现有低效工业用地认定
和标图建库工作。截至今年8月，全区排查认定低效工业用地
超200宗，面积合计超1500公顷。

“腾笼换鸟”的创新实践，在红旗镇“多点开花”。
2021年下半年以来，红旗镇因地制宜探索“零土地”招商模

式，通过引导租赁项目与闲置厂房物业对接，引进租赁厂房项
目18个，总投资额约6亿元。不仅如此，红旗镇政府还将联合
珠海兴格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对老旧工业园区进行升级改造。

“拟改造区域约0.6平方公里，是联港工业区的起步区，也
是红旗镇兴建的第一个工业集聚区，历经多年发展，这里产业
低端、用地低效等问题突出。”红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通过政府推动、国企主导、连片改造、分步实施，加快整治低
效用地。

继承深厚产业发展底蕴

提升用地供给加速新跨越
金湾区从不缺乏筑巢引凤的底气。
从三灶科技工业园到红旗联港工业园，成体系、成

片区、成规模的工业园区及其配套设施，一直是金湾工
业保持快速发展的坚实支撑。事实上，工业园区作为规
模经济的空间载体，也是加速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关键
所在。有园区，有载体，有企业，这是一个连贯的发展过
程。

今年以来，金湾区加快布局“7＋3＋1”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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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7+3+1”产业版图，不难看出金湾的产业发展
思路——金湾区正大力推动建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打印设备五大产业集群，以航空航
天和海洋经济两大特色产业和国家、省、市鼓励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构建金湾“5+2+N”
现代产业体系。

“我们的目标是以园区为产业链的起点，通过引入
高附加值项目，巩固产业集群核心产业链，形成建链、强
链、补链的格局。”金湾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红旗半导体产业园、高端打印
设备产业区等园区均已签约或储备了一批优质项目，未
来这些项目将成为金湾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该负责人看来，园区的开发并非供给用地那么简
单。事实上，金湾区的政策配套、园区服务，以及优质的
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体系，才是金湾园区的价值基
础。“我们将为所有的园区，配套成熟的道路、供水、供
电、天然气、蒸汽、污水处理、消防安全等基础设施。”该
负责人表示。

此外，金湾区也在促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不断深
化审批改革体制，全面推进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
就近办，一次办”，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全城通办”。同
时，金湾区还将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园区内建设社区
公园、社区医院、商业广场、健身广场等一批文体、医疗、
教育、便民服务设施。

园区关系着产业的布局，而载体才是项目的依托。
金湾智造大街、珠海国际健康港、珠海国际动力港……
放眼金湾区，载体不仅是产业项目生产研发的空间，更
是规模倍增的孵化器。今年，随着5.0产业新空间的提
出，金湾区以其丰富的载体建设经验，吸引了更多人的
注意力。

这样的期待是有迹可循的：5月，金琴健康港开工
建设；6月，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
业园、金欣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格力保税产业园、
格力三灶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5.0产业新空间快
速推进……记者了解到，在未来1-2年内，金湾区将涌
现一批优质的5.0产业新空间，为珠海市“产业第一”新
格局注入更为强劲的金湾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市5.0产业新空间的理念与当
下载体招商的思路不谋而合——根据珠海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透露的信息，5.0产业新空间将由政府引导落
地，由国企主导建设、招商、运营、服务，原则上厂房“只
租不售”。

下一步，金湾区将继续探讨积极与市属国企、区属
国企，还有一些社会上顶尖专业产业园开发机构进行
对接，充分利用好省、市相关资金、专项债和社会化资
本，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按照招商引资产业
发展需求，定制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优化生物医药园
区、珠海国际健康港、珠海国际动力港等产业平台的软
硬件设施。

往前开拓产业发展版图

优化产业空间谋求新发展
金湾从来不缺持续进步的勇气。
9月5日，一则喜报从佛山传来——金湾区（珠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获得了2022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创新
实践评选“经济功能区优秀奖”。荣誉源于实干，金湾区
获得该奖项可谓是实至名归。

作为在大湾区范围内对营商环境进行评比的专业
奖项，该奖项的提名主要是由在大湾区投资的外国企业
完成。此次金湾区获此荣誉，便是由德国知名企业汉高
中国公司提名举荐而来。

那么，金湾区为何会得到企业的青睐呢？答案，在于
金湾区创新谋划的“项目为王”招商思路，以及落到企业
心窝上“大管家式”配套服务。

今年，《金湾区（开发区）关于落实“产业第一、项目为
王”实施意见》正式出台，为金湾产业发展明确了任务书
和路线图：要加快构建规模体量更壮大、产业结构更优
化、竞争优势更明显的“5＋2＋N”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才是主体。为此，金湾区创新组
建土地、融资、能耗、环评、人力资源、政策兑现、一站式审
批、项目兜底等8个工作专班，推进签约项目从落地、动
工、建设、投产形成全流程“闭环”，持续优化与再造服务
流程，真正实现“项目为王”，使企业“少操心”，投资“更放
心”。

成功落地金湾区的科恒股份项目，便是优质服务引
项目的生动写照。

今年4月，金湾区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装备项目进行了初步接洽。随后，顺着企业所提
出的投资成本、交通区位、政策力度、营商环境、生活配套
等方面问题，金湾区迅速摸清企业发展难点，理顺企业投
资堵点，与企业保持了密切沟通与跟进服务。

“有支持才有信心，有信心才有恒心。”以投促引、以
投促产，这是金湾区方面的承诺与实践。其后，珠海国企

格力集团旗下子公司出资为科恒股份提供供应链资金，
帮助科恒股份降低融资成本、解决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同时，金湾区协调格力集团通过代建厂房、产业基
金、供应链融资等举措，助力科恒股份在金湾区顺利落
地。6月18日，科恒股份在金湾区注册成立新能源装备
全资子公司实现实质性落地，距离初次接洽仅用两个月
时间。

根据计划，该项目将落户金湾区5.0产业新空间载体
之一的格创·云谷南区项目，格力方面将为科恒股份定制
厂房；科恒股份方面承诺投资额不低于5.6亿元，达产后
年产值超18亿元，开创了金湾区优质服务促成三方合作
的先河。

优质服务并非一时之举，而将贯穿企业经营的始终。
据悉，围绕“7+3+1”产业园区布局，金湾区2022年

将高质量建设（升级）市政配套道路、管网、邻里中心，加
密园区内外公交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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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人才引进方面，金湾区于8月26日正式发
布《关于进一步放宽产业人才引进核准条件的通知》，进
一步放宽了区内企业引进的产业人才入户条件，在大湾
区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人居环境方面，位于红旗镇的保障性住房（含人才
公寓）及其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此外，该
镇还在积极谋划公共租赁住房及人才公寓建设，总建筑
面积达23.8万平方米，扩充人才住房供给。

在教育配套方面，金湾区发布《金湾区产业园区配
套公办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平
沙新城学校（九年一贯制）、创业幼儿园、汇海幼儿园等
一批学校在今年秋季学期顺利开学，满足日渐增长的学
位需求。

开创“项目为王”服务思路

赋能“产业第一”打开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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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往 开 来
金湾航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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