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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引擎加快发展 青春之城活力迸发
珠海助力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珠海讯 蓝天碧海，
大桥卧波；
秀美湾岸，
游人如织。
珠海，这座年轻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在拥抱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中加速快跑：横琴“双 15%”税收优惠政策正
式落地，全市全面推广“拿地即开工”，各区争相赴外产业招
商……连日来，珠海实施一系列实招硬招，助力加快高质量
发展步伐。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下，这片改革热
土洋溢青春气息，迸发活力涌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视察珠海，要求加快珠海经济特区发展，勉励珠
海深化粤港澳合作，为新时代珠海经济特区建设指明前进方
向、提供根本遵循。
嘱托在心，勇毅前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珠海担起在重大国家战略中新的使命任务，抢抓省委、省政
府支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
区的重大机遇，全面提升城市能级量级，奋力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典范。
笃行不怠，乘势而上。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珠海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干出新气象：纵深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珠澳合作开启新篇，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区域协作不断
加强，
经济发展进位提质，
正成长为广东又一重要引擎。

【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
】
横琴，与澳门一水相隔，昔日“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海
岛，
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活力新区。
从 2009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横琴，到建设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横琴的每一步发展，都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10 年时间，
横琴新区从无到有，
变化很大。我们始终要
不忘初心，让这里充满创新发展活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化发展。”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第
一站就来到横琴，强调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
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促
进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原横琴新区党委书
记牛敬曾在 2012 年和 2018 年两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横琴
发展工作，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总书记反复嘱咐我们不要忘
了开发横琴的初心”。
2021 年 9 月 5 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又一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动澳门长
期繁荣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珠海新

时代改革发展注入重要动力。
坚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珠海举全市之
力支持服务横琴合作区建设，推动珠澳深度合作打开新局
面。
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平台载体如雨后春笋般应
运而生：横琴总部大厦、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横琴国际金融中
心、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目前，横琴拥有澳资企
业 4800 多家，有各类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达 20 家；澳
门 4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部在横琴设立分部。
民生融合绘出更大“同心圆”：作为横琴首个为澳门居民
建设并融合优质居住空间、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多项功能
的综合民生工程，备受瞩目的“澳门新街坊”项目全面开工。
未来 5 到 10 年，预计将有 3 万—5 万港澳居民在横琴工作、居
住。
“合作区挂牌后，横琴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牛敬
介绍，
“过去，我们与澳门同仁隔着江互相商讨合作；
现在，大
家坐在一个办公室相互协商、一起做事，这是前所未有的，实
现这种变化，
凝聚了总书记的心血。
”
短短十来年，横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0 多倍，已经从
一个边陲海岛蝶变为开发热岛、开放前沿，也为越来越多的
澳门青年提供更大发展舞台。
“开发建设横琴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澳
门创业青年周运贤 2015 年就来到横琴创业。
“我们深切感受
到中央支持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力度和决心，深切感受到横
琴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我们一定要紧抓机遇，打造出自己的
品牌。
”

脚：如今珠海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跃升至全省
第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稳居全省第二；全市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为 104.03 件，位列全省第二：各类商事主体超 40
万户；高新技术企业超 2100 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规模位居全省第二。
“这里有高水平科研平台，还有优良的人才环境，来这里
是正确的决定。
”
从澳大利亚归国来珠海创业的博士王慧说。
王慧的选择不是个例。数据显示，在珠海，超 4000 名博
士人才活跃在各大行业领域，助推珠海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
高端迈进。
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澎湃不息。如今，珠海将“产业第
一”确立为未来 5 年全市工作的总抓手之一，提出到 2025 年
力争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全市新增 15 家以上百亿
级制造业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4000 家。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新产业、新经济加
快集聚，
珠海正蹄疾步稳向“万亿工业强市”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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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伶仃洋烟波浩渺，55 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宛如一条彩练，
在夏日雨后的云水间若隐若现。
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
开通，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自此翻开全新一页。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
“ 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要用好管好大桥，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为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树立典范。
【
“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
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
”
】
进入“大桥时代”，珠海一跃成为内地唯一与港澳同时陆
如今走进格力电器的生产车间，由自主研发的数控机
路相连的城市。3 年多来，港珠澳大桥极大提高珠海通往港
床、工业机器人组成的全自动生产线引人注目，呈现出智能
澳的流通效率。截至 2021 年 10 月 23 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
制造创新工厂的新气象。
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超过 2100 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过
“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
310 万辆次。
能脱实向虚。”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格力电
“在大桥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粤港澳三方坚持共同拿方
器视察，在空调设备及系统运行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同科研
案、共同出决策。这种密切合作的精神，也体现在大湾区建
人员亲切交谈时，深刻指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
设的方方面面。
”
曾任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的朱永灵说。
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中华民族奋斗的
从“管好用好港珠澳大桥”到“湾区通”工程深入实施、珠
基点是自力更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创
港合作不断深化，珠海坚持软硬联通并举，全力参与粤港澳
新，
所有企业都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大湾区建设，全面对接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
“总书记的话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让我们更加坚
设。
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回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以来企业
硬联通推动来往频密顺畅。随着港珠澳大桥、深珠通
走过的路，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说，始终不变的是
道、珠澳高铁枢纽、广江珠澳高铁、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等一
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就是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系列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推进、串珠成链，珠海做强
上。
做实珠西桥头堡功能，牵引带动珠江口东西两岸加速融合发
过去几年间，这家制造企业持续发力多元布局，不仅掌
展。
握压缩机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居行业前
软联通推动要素便捷流动。珠海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
列，还将智能装备涵盖 10 多个领域超百种规格产品，已从一
法权，在跨境金融、商事制度、行政审批、科技创新等领域先
家单一的空调企业成长为多元化工业集团，
2021 年实现营业
行先试，推动一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深入实施，打造开放合
收入 1878.69 亿元、同比增长 11.69%。
作新高地，加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勇当改革开放“开路先
以点带面，以龙头牵引盘活全局，珠海坚持用创新驱动
锋”。
赋能产业发展，
打响实体经济攻坚战。
伶仃洋上、碧波万顷；
珠江西岸、风云激荡。
从 AG600 两栖飞机到“珠海一号”遥感微纳卫星星座，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从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到国家级重大科学研
承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自由贸易试
究平台“天琴计划”，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相互交融，力促
验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四重
珠海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利好，新时代珠海改革发展事业如乘浩荡东风、破浪前行。
不断向上攀升的曲线，成为珠海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注 （沈梦怡、吴志远、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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