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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产业园上空，无人机腾空翱翔；
智造大街里，投资人忙着调研初创企业；
生物医药厂房中，微通道反应设备正在合
成新的化合物；珠海国际健康港内，顶级
研发团队正陆续将科研和生产基地迁入
……建区 18 年来，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一边守住碧海蓝天，一边探索一条特色产
业发展之路，地区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
3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02亿元，工业
产值从2001年的96亿元增长到2018年
的740亿元，已形成以航空、生物医药、新
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电子电器、
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为主的“3+1”
工业格局。

如何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
大历史机遇期，谋划新一轮产业发展？珠
海市金湾区委书记阳化冰表示，金湾一方
面要用好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优势，通过
补链强链延链，构建并丰富特色产业生态
链，提升优势产业能级；另一方面要瞄准
国际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引进、培
育、储备一批未来产业项目，让长项更强，
让短板变“潜力板”。

优势产业建高地

金湾区聚集了逾百家生物医药及相
关企业，已有上市挂牌生物医药企业 8
家，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产值达220亿元，
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3成，是
珠江西岸规模最大、产值最高、配套最成
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也是我国医药
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金湾生物医药企业龙头多、层次丰
富、税收贡献大，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进
程加快，行业发展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比
如，过去以化学药为主的格局正逐步被打
破，开发创新药和原研药成为行业趋势。”
珠海市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说。

金湾应时而动，去年底出台的《鼓励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
奖励生物医药重大产业项目，加大对企业
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金湾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出台鼓励政策的初衷是为了
推动金湾生物医药从以化学药为主到先
进生物医药技术、高端医疗器械、医疗人
工智能为主，从纯粹的生产到研发、服务
综合配套，单个企业到公共平台的集聚这
三方面转变，最终形成具有高技术含量和

知识密集型特征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体
系，把金湾打造成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在生物医药行业，金湾不仅支持年营
收百亿元、50 亿元级的龙头企业继续做
大做强，还加大产业培育力度，扶持一批
10 亿元级的“中坚力量”和千万元级的

“后备军团”。
在金湾南部，一个总投资约16亿元，定

位高端化、国际化，集生物医药产、学、研、
销、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珠海国际健康港正在崛起。“有别于简单
的物理空间集聚，新平台将依托医学动物
实验中心、生物医药检验检测中心、仿制
药质量一致性研发中心、广东省食品药品
审评认证分中心、GMP教育培训中心五
大公共服务机构，打造成集生物医药产、
学、研、销、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
台，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检测、孵化、投
融资、快速政务审批等服务。”运营方珠海
市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马
略武介绍说，开业一年多来，园区10多个
创业企业和项目获多项扶持。

航空产业正在成为金湾特色产业经
济的“腾飞之翼”。地处金湾的珠海航空
产业园已集聚一批工业级无人机、整机制
造、航空培训、新材料研究、航空会展等相
关企业，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航空产业）
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珠海航空产业园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1亿元，同比
增长 5.6%；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78 亿元，
同比增长48%。工业级无人机是涉及人
工智能传感器、智能控制和航空动力推进
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在金湾形成
集群发展，并诞生了隆华、羽人农业航空、
佰家科技等一批从事无人航空器整机系
统及零部件研发制造的领军企业。

在新能源领域，以中兴、银隆为龙头
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预计到2020年年
产值将达200亿元。金湾的三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羽翼渐丰、未来可期。

传统产业谋高端

地处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
的金湾，工业基础扎实、周边高等院校密
集，以自动化设备制造为代表的传统产业
发展品质突出。金湾自动化设备制造企
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很强的技术积累和
研发能力，产品远销海外，一些企业是细

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在珠海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温度传感器焊接
组装线历经 3 个月的打磨已经下线，即
将发往墨西哥。“我们为传感器自动化生
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并研发生产线束
非标全自动组装设备，特别是NTC温度
传感器领域的线束处理、焊线、芯片焊
接等设备。研发团队‘小而精’，有很强
的工艺创新、软硬件开发和系统集成能
力。”珠海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盘峰介绍说，成立两年来，公司为
海外的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类世界
500 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目前产值
已突破1800万元。

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金
湾·智造大街，是珠江西岸首个智能制造
科创基地。金湾·智造大街总经理许晓告
诉记者，这里聚集的传统制造企业，正在
向“智能、精益、高端”迈进。3 年来已有
88 家智能制造企业落户孵化，其中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26家，园区企业研发投入
占生产总值比重高达38.4%，企业共拥有
专利1086件，今年累计产值将达6亿元。

搭好平台聚英才

金湾日前出台“升级版”的产业人才
政策，不仅降低了产业人才获取补贴的门
槛，还提高了部分项目的补贴金额，让更
多优秀产业人才落户金湾、服务金湾。“无
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响应珠海

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引不来产业人
才、留不下产业人才都无从谈起。”珠海市
金湾区人社局局长李成铿说，“金湾制定
人才政策，就是为了直接服务于产业布局
和发展，聚集产业英才”。

在服务优质企业和产业项目上，金湾
用周到细致的全流程服务让企业吃下“定
心丸”。专注呼吸系统吸入给药技术的创
业企业——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于2018年落户珠海国际健康港。“金湾尽
心尽力帮助企业解决研发场地和资金问
题，还为公司提供了‘一企一策’投融资解
决方案，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瑞思普
利创始人陈永奇说。

李成铿表示，过去金湾招才引智、招
大引强往往要靠相对核心城区的空间优
势，如今金湾一方面利用地处粤港澳大湾
区的优势，从港澳引进产业高端创新资源
形成聚力，另一方面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和
优化配套，让企业和人才切实增强获得
感。“航空产业园所处的大湾区，有一流的
产业供应链，园区还为我们提供国际领先
的精密检测设备和业内顶级专家资源，再
加上珠海航展这一国际平台，帮助企业快
速提高知名度，作为创新平台的金湾已具
备强大的吸引力。”无人机创业企业珠海
天晴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佳
琦说。

随着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平台建设
的加快，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珠海
金湾特色产业发展正成为推动珠江西岸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守住碧海蓝天的同时探索特色产业发展——

珠海：长项“扩能延链”短板“深挖潜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喻 剑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通过补链强链延链，构建

并丰富特色产业生态链，

提升优势产业能级；引

进、培育、储备一批未来

产业项目，让长项更强，

让短板变“潜力板”。

目前，金湾区已形成

以航空、生物医药、新能

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及电子电器、装备制造等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为 主 的

“3+1”工业格局。
在珠海天晴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无人机样机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四川什邡市石门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明今年夏季忙得
不可开交。

地处川西龙门山脉山沟里的石门村，沟里峰峦叠嶂、
怪石嶙峋、绿竹参天、飞瀑如练。村里神瀑沟景区优质的
自然生态环境让成都、德阳、绵阳乃至重庆的游客流连忘
返。“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怎样把生态资源变成百
姓收入来源，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李德明告诉
记者。

2015年5月份，村两委班子带着村民代表前往邻近
“网红”景区彭州银厂沟景区“取经”，一行人纷纷感叹生
态旅游很有“钱景”，一致决定将村里的景区开发出来。
当地村民自愿入股，“众筹”开发，全村共80多户村民入
股，筹集资金约500万元。

经过三年建设，神瀑沟景区现已成为村民们的“摇钱
树”，每到周末，游人如织。

景区的发展不仅让入股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村
里的贫困户也跟着受益。“为了帮助村里的贫困户脱贫，
景区把每年纯利润的5%无偿分给村里的40户贫困户，
让贫困户快步走上小康路。”李德明说。尝到甜头的石门
村，如今有了更加宏大的计划：实现文旅、林旅、农旅的有
效结合，实现春览漫山花海、夏避烈日酷暑、秋游层林尽
染、冬赏满天飞雪，实现发展渠道多样化、村民增收多元
化，铺就乡村振兴新路子。

石门村火了，什邡其他乡村也不甘落后。在紧邻的
红白镇，在海拔1500米的红枫岭景区观云台上，记者看
到，如黛的群山之间，无数的枫树叶子已经红了，在云雾
间分外好看。

据了解，红枫岭核心景区有600亩红枫林，景区配套
完善，能够为游客提供春秋观红叶、夏季避暑、冬季赏雪
的旅游体验，年平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已经成为远近
闻名的高颜值打卡地。

红枫林间，一座座红顶的星空木屋格外醒目，躺在木
屋床上可以仰望浩瀚星空。这是当地政府投资100万元
和景区共同打造的特色扶贫项目，从去年营业以来，利用
和贫困户按照收益分红的形式，每年有10万元的效益，
31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股东”直接受益。

未来的5年内，全市旅游总收入有望突破200亿元，
成为什邡市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四川什邡：

好生态“换”新动能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戚 原

在山东嘉祥，曾经的那一座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
如今已是郁郁葱葱的“花果山”。投资3.2亿元兴建的青
山寺景区，开园当天就吸引来10万游客；富山国防教育基
地、嗨皮小镇、东方左岸假日小镇等研学游基地相继建成；
对空气质量要求苛刻的北京盈和科技“晶体谐振器”项目
也落户山脚下，进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

嘉祥县山石资源地质储量90亿吨，特别是天青石，
是优良的装饰雕刻原料。前些年，山石开采加工成为拉
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但粗放无序开采带来的是
全县近三分之二的山体被破坏，特别是南部山区的65座
山体满目残垣断壁。

面对环境不断恶化和资源日渐枯竭的困境，2010年3
月,嘉祥县拉开了全面封山禁采的序幕：封山65座、拆除石
灰窑97座、封停锯石机5000多部，取缔无证采石点178
个。弥漫在空中的粉尘没有了，蓝天白云又回到人们眼前。

夏纪军是嘉祥县第一个拿到山石采矿证的矿主，他
通过开山采石掘到了第一桶金。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夏纪军看到乡村旅游的巨大发展潜力，投资2500万
元,承包了钻石山发展集种植、采摘、旅游、度假于一体的
生态观光游。夏纪军介绍说，当时山上一棵树也没有，自
己组织工人依据地形填了几十万方土,建立石坡,防止水
土流失，又种了1万多棵果树和1万多棵绿化树，每年给
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原来光秃秃的钻石山
重新绽放出“青葱容颜”。

位于纸坊镇的老牛愁山，根据不同土质栽种了果树、
观赏树种、侧柏等树苗。据测算，老牛愁山森林覆盖率达
到了90%。

十年间，嘉祥县南部山区封山育林4.6万多亩，植树
造林1000多万株；县财政投资1亿元修建总长8公里的
嘉山绿道，打通山区交通的主动脉，拉近与城区的距离。

“还山以绿，让废弃矿山成为市民的后花园。嘉祥要统筹
做好一二三产和文旅融合的文章，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
的产业基础和生态底色。”嘉祥县委书记周生宏说。

山东嘉祥：

废矿区变“花果山”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薛海波

巴西针叶樱桃粉、以色列番茄红
素、冰岛金枪鱼油……从 23 个国家进
口的营养原料，经过加工生产、检验、
包装、仓储、物流等主要环节，通过透
明玻璃窗被一一对外展示。汤臣倍健在
珠海市金湾区的“透明工厂”，集展
示、体验和休闲于一体，开创了健康工
业旅游新模式。

汤臣倍健在行业启用“透明工
厂”，从全球原料可追溯以及生产过程
的全透明来向大众科普，实现营养知识

科普、健康理念转变等目的，并进一步
提升品牌美誉度。去年，这座“透明工
厂”已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如今，在“透明工厂”一侧，另一
座以营养为主题的“营养探索馆”也已
落成并对外开放，馆内设计的多个互动
游戏妙趣横生，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蔡良平表示，“工业+旅
游”正成为汤臣倍健的“新名片”，也
成为企业品牌建设和主业膳食补充剂生
产经营的有效延伸。

“透明工厂”成了国家4A级景区
本报记者 喻 剑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

南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工人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300208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6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170号附7号

发证日期：2007年05月23日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6月25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41010031

许可证流水号：00301486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12月31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2号院1号楼首层

发证日期：2007年10月22日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8月28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
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园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3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54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9月06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枣园路27号院1号楼1层105、2层
201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09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30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56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9月04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S-
AR04-006（大兴机场内）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09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
cn)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福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60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63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福路
357-37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川航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61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64
批准成立日期：1999年03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国际机场南
四路川航大厦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天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7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60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经天路4

号14幢附58、59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长寿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8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61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0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长寿路4

号附2-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江
安河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62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江安河东路中

段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大邑
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06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8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大

邑大道433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3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