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产业“地基”拓展发展空间
金湾区已整备超3900亩产业“熟地”

责任编辑：陶哲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徐益忠
06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高栏港旁，黄茅海畔，一片
2.514平方公里的热土正在加速崛
起——超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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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金湾区西南的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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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金湾土地整备攻坚行动的
“关键一役”，这片土地还见证了又
一“珠海速度”的诞生——最高单日
填土量超10万立方米，创下珠海市
单一项目建设的历史纪录。

再把目光投向金湾新能源产业
园，每天超5000辆次大货车来回奔
波在湖滨路，加快填土作业，力争让

“生地”早变“熟地”的故事早在企业
间成为佳话。“这样的速度，令整个
行业都感到震撼。”有入驻企业负责
人这样评价。

据悉，为进一步保障产业用地
空间，实现“土地等项目、落地即开
工”，金湾区今年已划定25宗总共
3947.27亩“熟地”，超额完成全年工
作目标。其中，位于三灶镇的金湾
新能源产业园4宗共1393.08亩、生
物医药产业园2宗共146.55亩，位
于南水镇的石油化工区 4 宗共
486.75亩、精细化工区3宗共120.45
亩、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11 宗共
1620.44亩，位于平沙镇的装备制造
北区1宗180亩。

“25宗产业用地均已完成自然

资源要素保障，其中涉及控规调整
的1宗，已完成修改取得批复；涉及
用地报批的3宗，已于7月21日完
成报批，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约224
亩；涉及填海竣工验收的11宗，已完
成验收。”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副
局长刘敏介绍，25宗产业用地均已
达到用地出让和进场施工条件，用
地周边的市政配套工作正在持续推
进。

截至目前，新能源片区4宗用地
已基本完成填土，片区周边机场西
路、湖滨路已完成建设，内部道路一
期项目（美祥路、美祥路排洪渠）计
划2023年9月完工。生物医药园区
2宗用地已完成平整，周边道路已建
成。

石油化工区4宗用地已完成场
地平整，正在配套建设三条市政道
路共2.14公里，计划2023年6月完
工。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11宗用
地已完成土地平整工作，正在配套
建设石化四路、环平二路（右半幅）、
环平四路、环平六路（右半幅）、石化
三路、高平二路和污水提升泵站，计
划2023年9月底完工。精细化工区
3宗用地已完成土地平整，已建成配
套道路化联三路。

装备制造北区1宗用地已完成
土地平整工作并建成三虎大道，另
有2条市政道路处于前期勘察阶段，
后续将推进项目设计、预算与招标
工作，计划今年 12 月中旬开工，
2023年12月底完工。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超3900亩“生地”变“熟地”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9月
17日，在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珠海市总工会、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指
导下，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金
湾区总工会共同举办的2022年珠海市第
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暨金湾区第二届职业技
能竞赛开赛，第一个项目——新能源汽车
安装调试维修工竞赛项目在金湾启动。

据了解，此次竞赛前所有报名选手都
参加了主办方组织的理论培训。竞赛当
天，73名选手首先参加了理论知识考试，
随后30名选手进入实操决赛。竞赛评分
标准包括正确说明故障点并排除故障、器
具正确使用、检查蓄电池仪表板等几个方
面。通过激烈角逐，本次技能竞赛产生6
名获奖选手。“在澳门的混合动力车工作

经验对我比赛帮助很大，这次经过与其他
选手的交流和对于竞赛评分标准的研究，
又开拓了眼界，非常值得！”新能源汽车安
装调试维修工竞赛冠军、海发汽修场车间
主管彭桂文表示。

“除了新能源汽车安装调试维修工竞
赛，今天还有一场机器人系统集成竞赛在
珠海市技师学院金湾校区举行，10月份
金湾赛区还有焊工竞赛、数控车竞赛、移
动机器人竞赛，都非常值得期待。”金湾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技能竞赛的开展，各领域技能人才有
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在比赛中得到提高、
在竞争中找到动力，将平时所学、所练进
行应用，有助于巩固产业第一的技能根
基。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老旧小区
建设时间早，基础设施不完善，老人上下
楼梯都要用手扶着墙壁慢慢移动脚
步。近日，平沙镇美平社区结合“民生微
实事”项目在旧楼道装上新扶手，为家住
梅花路8号的长者解决了上下楼的困扰。

针对居民想要在旧楼装扶手的诉
求，平沙镇党委、人大及美平社区党委立
即开展入户走访、“民生微实事”立项等工
作。其间，老党员马绍骖等热心居民积极
协助，最终按楼栋住户自筹与“民生微实
事”专项资金1:1的比例购买安装了36.5
米的不锈钢扶手。

前不久，在全体住户的积极参与配合
下，楼梯扶手已完成安装。长者出行更有
安全保障，子女们也更放心。一位住户
说：“现在大家上下楼更舒服、更方便、更
安全，这是我们邻里团结一心，和社区一
起促成的好事。”

“梅花路8号安装楼梯扶手项目，是
美平社区推广议事协商理念的展现。”
美平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通过“民
生微实事”项目，撬动社会资源和居民热
情，让居民共同参与改善生活环境，进一
步提升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带动
更多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

旧楼道装上了新扶手
平沙镇美平社区长者出行更安心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在南
水镇公共服务办指导下，南水镇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珠海市福乐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在金洲社区组织开展了为
期五天的精神障碍患者健身操学习活动，
着力推进社区康复服务多元化。

社工们在开展精神精障社区康复服
务中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多存在身体不
适、睡眠不好、思维和情绪紊乱等问题。
为了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找到重拾信心、重
拾健康、重构幸福的出口，增加社区归属
感和安全感，此次活动除了精神障碍患
者，还邀请了部分社区居民一起参与。

“意守丹田，宁静心神，调整呼吸，端

正身形……”教学老师一边说着“八段锦”
预备式的口诀，一边为精神障碍患者和社
区居民示范基本动作要领，并进行一对一
指导。在整个过程中，大家相互学习、相
互请教，其乐融融。“出出汗，身体舒服了，
心情也好了，还交了更多的朋友。”周阿姨
在学习后感慨地说。

“社区康复，不但关系个人、家庭的幸
福，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水
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开展健身学习活
动，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改善身心健康，促
进精神障碍患者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
和相互理解，为社区康复开展积极探索。

健身健心 让爱无“碍”
南水镇探索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新路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丰
富村居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南水
镇高栏村开展了“‘园’气满满，活力十足”
长者园艺体验活动，内容包括植物培育、
园艺手工与植物拓染，吸引30余名长者
参与。本次活动由南水镇公共服务办指
导，高栏村党群服务中心、高栏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主办，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承办。

在活动现场，长者们在社工的配合
下，将营养土、植物放入花盆中，用手压实
土壤，让植物根部与泥土紧密贴合。随
后，社工向长者们介绍了常见绿植的培育
方法，并约定下次活动分享植物的生长状

况。“我们平时在家里没什么娱乐活动，今
天能和大家一起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
园艺非常开心，希望我们村以后有更多的
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多多出来走动。”
年近耄耋的赵奶奶和林爷爷紧紧抱着刚
种好的植物说着，一边请社工拍了一张和
植物的合影记录幸福时光，表示会和老伴
一起好好呵护这棵“发财树”。

高栏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关注村
居长者身体健康的同时，也需要给予长者
心理上的关怀，本次通过“民生微实事”项
目，以园艺体验活动加强了长者之间的互
动，巩固了长者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
促进长者身心健康。

巩固产业第一技能根基
珠海市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金湾赛区开赛

新能源汽车安装调试维修工竞赛项目现场。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高栏村开展长者园艺体验活动

园艺体验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增强经济韧性、
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的重
要力量。今年以来，金湾区坚持培
优企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聚焦政
策惠企、服务助企、环境活企，持续
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培优工程，为

“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良
好环境。

今年3月，金湾区工商联联合金
湾区科工信局成立金湾区“专精特
新”企业培优联盟，并启动金湾区

“专精特新”企业培优工程。培优工
程开展以来，金湾区工商联（总商
会）围绕“产业第一”工作目标，从
149家申报企业中遴选出87家符合

标准和条件的企业入选金湾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随后全力
以赴做好提升工作、加强综合服务、
提供申报辅导服务，引导企业向“专
精特新”领域高质量发展。

“我们通过‘线上答疑+线下走
访’模式，联合专家下企业，为符合
申报‘专精特新’的企业提供了各类
辅导服务，截至目前已实地走访20
家企业，线上答疑153家企业。”金湾
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辖
区内的8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正
在筹备申报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正在筹备申
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精准的政策信息，对“专精特

新”企业创新发展尤为关键。为此，
金湾区工商联构建起包含财务、税
务、法律、管理、政策咨询等在内的
一系列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已为20
多家相关企业提供了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知识产权贯标申报对接以及
政策辅导咨询、申报机构对接等各
类服务。

为帮助辖区企业深入了解“专
精特新”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金湾
区工商联还通过邀请知名学者、专
业培训机构讲师、行业专家等，举办
了《中小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
道——中小企业如何梯级成长为国
家级小巨人》《培育上市新力量，资
本市场助发展——资本运作专场培

训》等专题培训，为近百家企业答疑
解惑，扫除政策盲区。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工商联搭
建了金湾区“专精特新”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通过及时宣传政策、资讯
等，回应企业相关咨询，同时，多维
度展示、宣传、推广区内“专精特新”
企业，帮助“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交
流与合作。据悉，接下来，金湾区工
商联将深入贯彻2022年全国“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相关部署，
牢记“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展理
念，持续推进“一对一”上门走访、专
题培训、申报服务等，助力“专精特
新”企业茁壮成长，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厚植发展沃土 壮大产业森林
金湾区助推“专精特新”企业茁壮成长

竞逐产业跨越发展新赛道，空间是基础，土地整备则是“拓空间”的一步关键“先行棋”。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
要大力开展土地整备，强化用地规划与产业落地对接，超前储备一批可直接用于企业建设的工业“熟地”，全力满足
优质项目用地需求。根据计划，珠海今年将拿出超7000亩“熟地”，其中金湾区要准备连片成熟用地3000亩以上。

所谓“熟地”，是指已完成土地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建设用地条件可以直接用于建设的土地。相比未形成
建设用地条件的“生地”，连片整备的“熟地”更受企业青睐。

今年以来，金湾区秉持“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展理念，全力实施土地整备攻坚行动，筑牢产业发展“地基”。截
至目前，全区已整备产业“熟地”25宗超3900亩，超额完成全年工作目标。接下来，金湾区将进一步强化用地规划
与产业落地对接，持续做好产业用地整备工作，充分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产业用地连片整备是一项系统
性、综合性工程，涉及土地规模覆
盖、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和用地转
建报批等诸多问题，若其中有一项
流程不畅，就会影响进展时序。为
此，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成立了
项目推进专班，各层级均指定专人
跟进，建立各部门主动沟通、无缝衔
接机制，及时了解项目可能存在的
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确保全流程、
高效率提供自然资源保障服务。

提前超额完成“熟地”整备目标
的背后，离不开流程上的优化创
新。记者了解到，为最大限度减少

审批环节和时间，市自然资源局金
湾分局在上级部门的统筹指导下，
创新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审批，科
学衔接各个流程，取得了明显成
效。

“比如在土规调整中，我们同步
协调安排非建设用地转用指标、组卷
报批工作。在做好控规衔接情况下，
同步提前编制项目出让用地规划条
件和范围图，开展土地出让前期工
作。”刘敏告诉记者，在这种新模式
下，新能源产业园片区1号地块实现
仅用17天完成项目控规修正、土规
修改、用地报批等工作，为项目落地

提速3个月以上。
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
的连片产业空间。在推进产业用地
整备过程中，金湾区坚持“项目为
王、特事特办”原则，根据项目实际
需求，及时开展控规修正工作，对位
置分布较集中、市政路网配套需求
调整小的多个地块进行合并，满足
项目的用地需求。通过多方联动，
实际工作效率相比常规控规修改节
省审批时间2个月以上。

产业用地加速整备的同时，招
商引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截至目前，金湾区25宗“熟地”中19
宗已有意向招商项目，这些项目涉
及生物医药、电子电器、航空工业、
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多领域。其
中，位于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内
的4宗“熟地”拟建标准厂房。

按照计划，金湾区接下来将继
续加强各部门协作，加快推进土
地平整进度及地块周边市政道路配
套建设进度。同时核查产业招商重
点片区用地规划，明确规划调整范
围，预计出让地块，提前谋划项目用
地准备，助力产业项目早落地、早建
设、早投用。

项目为王特事特办
资源要素保障驶入“快车道”

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的“熟地”开阔平整，项目相继进场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