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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现实意义

采写：本报记者 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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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珠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杨智雄珠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杨智雄。。

加速布局医疗器械产业未来发
展，盘活整合存量，精准积聚增量。激
活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建设创新策源
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建议一：
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在珠海

设立研发和生产基地

主动联手港澳医疗器械企业，强
化与港澳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推动
粤港澳医疗器械产业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将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转化
为发展效能。

支持国外知名医疗器械企业在我
市设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推动进
口替代；鼓励本地医疗器械企业与国
外先进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联合搭
建生产线；促成国外重大医疗器械产
业项目落地我市，通过项目战略合作，
带动高新技术与高端人才间的深入交
流；对重点引进企业、项目实行“一企
一策、一事一议、定制流程、精细服
务”。

建议二：
夯实本地龙头企业优势，纾难

解困优质中小微企业

聚焦重点医疗器械发展领域，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前瞻布局。充分发挥
多年来我市医疗器械产业积累的经
验，激发骨干企业的创新、引领和示范
功能，带动全市医疗器械行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夯实本地已有优势。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
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发挥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提高银
行的放款积极性，解决中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题，同时鼓励优质医疗器械企
业境内外上市融资。

建议三：
积极主动走出去招商引资，前

瞻发掘引进优质项目

创新发展“走出去”与“引进来”的
招商引资形式，推进我市招商引资工

作取得实效。在分析我市医疗器械企
业特征与产业链协同需求基础上，划
定重点发展领域、明确招商范围、找准
招商路径。打造高素质招商引资专业
团队，提升我市招商人员的专业性、激
发驻外招商专员的能动性。

建议四:
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引进力

度，形成科技创新高地

提升引进医疗器械领域专业
技能人才的力度。深化校企合作、
拓展合作空间。支持我市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研发企业等引进高
层次人才。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
校的合作，推广复旦研究院、中大
五院等成熟经验，继续鼓励在符合
条 件 的 企 业 设 立 博士后科研工
作平台或教学实训基地，完善产学
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模式。依托现
有的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引进国
内外行业专家组建医疗器械行业
智库。

建议五：
建立珠海医疗产业集团，通过

会展提升行业影响

筹备建立珠海医疗/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整合优质资源、聚焦品牌
建设、理顺体制机制、助力产业发展，
利用市场和资金，引导和助力国内外
医疗器械研究团队到我市创业。鼓励
采购方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范围
内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鼓
励医疗机构适当加大对口碑良好、质
量可控、供应稳定的医疗器械的采购
比重。

举办学术会议、展览会、博览会
等是践行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平台和融入国内统
一大市场的实践路径。对在我市
举办的重点学术会议、展会，政府、
主办方及早期医疗器械产业子基
金按规定给予扶持。同时，鼓励企
业参加境外医疗器械展会和学术
会议。

建议六：
建立职能部门联席会议机制，

提升政策执行效能

分管产业工作的市领导担任联席
会议召集人，常态化定期召开例会、建
章立制、责任到人。职能部门联席会
议的运行建立在“召集人-办公室-成
员单位”的横向协同机制基础上。通
过相关政府部门间加强协调配合，动
态跟进解决企业难题、促进我市医疗
器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重点工程要深入一线、现场
办公，全面了解掌握涉企服务及企业
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为目标。所有
问题实行清单式管理、闭环式办理，确
保取得有效落实，不断健全和完善联
席会议的长效机制。

珠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建议：

盘活整合存量 精准积聚增量
加速布局医疗器械产业未来发展

医疗器械行业作为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国家制造业和高科技发展

水平的标志之一。在抢抓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发展机遇的背景下，优化珠海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生态，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对切实加快珠海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今年的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暑期座谈会上，市新阶联会长杨智雄

就珠海加快发展和培育医疗器械产业提出建议。

近年来，珠海市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呈现平稳向好态势，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亿元，
同比增长 14.52%，拥有健帆生
物、宝莱特、和佳、丽珠试剂、普林
斯顿、贝索生物、赛乐奇等多家在
国内排名前列的领军企业，总企
业数量达226家，上市公司及挂
牌企业5家。

但在当前“以治疗为中心转
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背景下，相
比较其他产业新兴重镇，珠海
在医疗器械产业生态的优化和
完善上仍有进步的空间，在推
进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仍存在较
大的问题和挑战，还存在复合
增长率相对较低、头部企业产值
增长不足、资金和人才投入不足
等问题，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
争中，珠海要想吸引更优质的医
疗器械项目落地，形成产业集
聚，必须要有招大商引大资的意
识，主动出击，主动作为，靠前
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记者9月
23日从珠海公交集团获悉，“珠海公
交任你行”小程序已开通校园专线线
路征集功能，家长及师生均可借助该
微信小程序提交出行需求信息，公交
运营部门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及时筛选
出新线路开放预订，以便更高效地满
足学生上学、放学的出行需求。

日前珠海印发实施的《珠海市中
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三年（2022-
2024 年）行动方案》将重点学校交通

综合治理、公交快线及通勤专线的开
通纳入具体任务中。今年6月开始，
珠海已分批开通9条勤学公交。这些
仅在上学、放学时间运营的线路根据
学生居住分布特点设置经停站点，已
覆盖香洲城区的20多所中小学。这
种集约化的出行模式不仅便于学生
就近上车、节约路途时间，更减轻了家
长接送的烦恼，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拥
堵起到一定的化解作用。目前，9条
线路每日累计有超2200人次乘坐。

为满足部分高中阶段学生远距离
上学、放学的需求，珠海公交集团日前
推出勤学校园快线，并以华中师范大
学珠海附属中学、斗门一中为试点，结
合出行大数据，在“珠海公交任你行”
微信小程序推出一批满足上述学校师
生往返柠溪、吉大、三灶等地的线路，
接受有需要的市民预订。对于目前线
路服务未覆盖的区域，“珠海公交任你
行”微信小程序已经开放针对勤学校
园快线出行需求的征集功能。市民可

直接在小程序内点击“线路需求征集”
链接，填写期望开通线路的地点和时
间即可。下一步，公交运营部门将根
据需求信息制订线路，并在小程序上
开放预订。

据悉，服务上班族的勤业公交已
通过该小程序开展出行需求征集一段
时间，根据市民反馈，本月26日起将
新增白蕉新城往返邮政大厦、白蕉新
城往返香洲总站、锦绣海湾城往返清
华科技园的3条线路。

公交小程序开通校园专线线路征集功能

勤学专线怎么走？邀你提需求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9月23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金湾分局获悉，近
日，该分局依法查处一宗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件和一起以非法方式讨薪
扰乱单位秩序案件，对涉案犯罪嫌疑
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违法人员
予以行政处罚。

同时，金湾公安分局针对此
类警情主动作为，多方联动，为服
务金湾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重拳出击，严惩欠薪犯罪行为

经前期工作，9月2日，金湾公安
分局依法对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公司
立案侦查。经查，某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陈某以公司名义签订劳务合
同，在施工过程中，拖欠工人薪资27.8
万元。行政主管部门下发责令改正书
后，该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仍未支付员
工劳动报酬。经调查核实，9月13日
民警依法传唤该公司法人代表车某与

项目负责人陈某至红旗派出所接受调
查。经审讯，二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金湾公安分
局依法对上述二人予以刑事拘留。在
依法办理案件的同时，金湾公安分局
督促涉事公司积极处理欠薪问题，目
前涉事公司已支付部分欠薪款项，余
款双方约定10月30日前全数结清。

迅速处置，维护社会秩序

9 月 6 日 14 时许，金湾公安分

局接报称一工人为讨薪爬上楼顶
施工架。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据了解，
楼顶男子周某为工地务工人员，因薪
资问题相约部分工人聚集表达诉求。
其间，周某情绪激动，爬上楼顶施工
架。后经民警释法说理、耐心劝导，周
某爬下施工架，事态得到控制，未出现
伤亡情况。经查，周某因采取危险方
式追讨欠薪，扰乱公共秩序，公安部门
依法对周某予以行政拘留。

聚焦服务“产业第一”

金湾公安雷霆手段处理两起涉薪案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9月21
日，香洲区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在珠海
市职业训练指导服务中心吉大基地揭
牌成立。

据香洲区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香洲区家政行业工会联
合会涵盖家政企业5家、职业培训学校
1家、人力资源企业1家。

香洲区有家政服务人员近 2 万
人。香洲区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成
立，将为该区广大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技
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多元服务，不断丰
富家政服务人员业余文化生活，真心实
意为广大家政服务人员排忧解难。

当天揭牌仪式过后，还开展了“巧
手匠心·香山恭慧”传统文化手工活动。

香洲区成立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

2万家政服务人员有了“娘家”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9月22

日，由珠海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
办的2022年珠海高新区企业知识产
权运营专题培训活动举行，吸引了辖
区内企业、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等单位约40名代表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横琴国际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专利业务部副总经理雷瑶
以及业务总监丁璞分别作了“企业科

创板上市知识产权辅导”“高价值专利
培育、布局与运营”主题分享。

雷瑶以科创板为切入点，从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知识产权资产完整性、
科创属性、核心技术、技术先进性、合
作研发、核心技术人员、知识产权纠纷
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展开了多角度、
多层次的深刻阐述，从科创板IPO知
识产权工作出发，为企业提供实际建

议；丁璞以专业的视角，从专利导航、
挖掘、布局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为与
会人员讲解了知识产权专利培育。

此次活动旨在为辖区创新主体搭
建知识产权交流平台，希望通过此次
专题培训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推
进专利转化需求对接，促进知识产权
与企业创新有效融合。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探讨行之
有效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夯实高新区
创新土壤、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激
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营
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下一步，高新区将持续发力，大力
开展知识产权宣传系列活动，为高新
区落实“产业第一”，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

高新区举办企业知识产权运营专题培训

推进专利转化需求对接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为提升旅
游行业安全工作管理水平及应对突发
事件的处置能力，9月22日，市旅游总
会在高新区举办“2022年珠海市旅游
行业安全知识指导暨应急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人数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共有 50名来自全市的各旅
游企业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员、旅
行社领队和导游员、旅游大巴司乘员
报名参加。

演练首先模拟了景区因极端天气
在对游客进行疏散过程中，张先生不慎
遭踩踏，造成严重受伤，医疗队对伤者
进行前臂出血止血包扎、小腿骨折处理

及担架搬运的救护。
随后演练还模拟旅游大巴在行

驶过程中突发交通事故，造成多名旅
客不同程度受伤，A旅客头部受伤出
血、B旅客手掌断裂、C旅客心脏骤停，
开展了头部出血止血包扎、手掌离断
止血包扎、心肺复苏配合除颤仪使用
教学。

此外，演练活动还开展了海姆立克
急救及蛇咬伤急救处置。

通过此次安全生产知识指导及应
急演练活动，参会人员掌握了心肺复
苏、创伤救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应
急技巧。

我市旅游行业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指导暨应急演练

全面加强从业人员急救能力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陈瑰琦
报道：近期，香洲公安分局紧密结合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深入延伸
反诈触角，9月20日上午，香洲反诈中
心在前山街道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培训讲座。此次讲座吸引了近150
名社区工作人员参加。

当天讲座中，反诈民警讲解典型
案例，普及反诈知识，传授防范技巧，
引导大家提高识别和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的能力，推广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 告 知 大 家 一 定 要 接 听

“96110”反诈电话，并为现场人员发放

反诈宣传单。
民警还提醒大家，生活中碰到异

常情况时，一定要牢记“两不一要”：不
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要向
陌生人透露自己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等重要信息，如果遇到异常情况要第
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谨防上当
受骗。

通过此次讲座，进一步畅通了香洲
反诈中心和基层的联系，通过与街道、
社区的联动，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识诈
防骗能力，持续营造“全民反诈”“全社
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香洲反诈中心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培训

防范电诈 牢记“两不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