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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总占地 15.7 万平方米的建筑工地上，数个塔吊来

回转动，近 1300 名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作业。这里正

在建设的是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的高多层和 HDI

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整体完工后，年产值预计将超过 70 亿

元人民币，带动近 5000 人就业。 

    逆风行船“压舱石”至为关键。抢机遇、抓项目、稳投

资。这正是珠海当下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加快发展的真

实写照。 

    今年是珠海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40 年前，经济特区

“横空出世”，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载入史册。40 年

后的今天，在非常之年，珠海拿出了非常之策，推出非常

之举，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加速形成发展新动能。 

    同时，今年也是落实“珠澳合作开发横琴”的开局之

年。在支持澳门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的同时，珠海正不断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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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量级，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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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动力▶▷ 

    前 5 月新签约重点项目超 60 个 

    今年以来，珠海在严密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重点抓好

招商引资工作，稳步推进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动工投产，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更坚定了发展的底

气。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珠海新签约重点项目超 60

个，签约投资额近 900 亿元。其中，5 月集中签约了 32 个

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达 567 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各

领域。 

    集中签约的重点产业项目中，华侨城集团凤凰谷生态旅

游项目投资额最大，达 150 亿元。投资额超 50 亿元的项目

共 3 个，超 10 亿元的项目共 17 个。 

    “珠海招商引资力度大，诚意足，服务好。仅用 3 个

月，我们就敲定了落户珠海。”签约项目代表、深圳联昇

科技总经理叶佳明说。该公司计划在富山工业园投资 26 亿

元建设“联昇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

值可达 35 亿元。 



    重大项目的接连落地，带来的是工业投资的逆势增长：

目前，全市共有 109 个工业重点项目（2 亿元以上），已实

现 2020 年全市工业投资任务三分之二落实到项目上的目

标。今年前 4 月，珠海实现工业投资 82.26 亿元，同比增

长 13.6%，增速在珠三角九市排名第一。 

    其背后，是珠海加快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短板，着眼增强

长远发展后劲的战略布局。 

    按计划，今年珠海将以战时状态狠抓经济社会发展、有

效投资和招商引资，着力谋划推进一批新基建项目，集中

力量开展精准招商、靶向招商和产业链招商，不断做大做

强经济体量。 

    在服务好格力电器等本地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珠海将加

快引进一批高端制造业企业，培育以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重点的五个千亿级

新兴产业集群。 

    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也将加大，珠海将继续推进横琴长

隆、华侨城凤凰谷生态旅游区、宋城演艺度假区等重点项

目，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同时，大力推进海岛保护开发利

用，不断完善海岛基础设施，打造高端海岛旅游项目。 

    引得进还要落得下。目前，珠海已建立起市区两级挂图

作战工作机制，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新建项目尽



快开工、在建项目加快进度，强化项目全程跟踪服务，切

实推动项目建设天天有新变化、月月有新进展。 

    接下来，珠海还将在更大视野、更宽领域推进挂图作

战，从重点项目建设逐步向招商引资、外资外贸、工业发

展、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全覆盖。 

    强改革▶▷ 

    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区落地建设 

    危机出难题，改革来作答。40 多年前，乘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珠海踏上了崭新征程。今天，这一“活力之源”

依然在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力量。 

    今年 3 月，《珠海市全面深化改革 2020 年工作要点》

印发，着力推进“1+1+10”方面 46 项改革举措，为推动珠

海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量级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这其中，第一个“1”，就是以珠澳深度合作开发横琴

为总牵引、主平台，全力以赴，精准发力，攻坚克难，谱

写新篇。 

    今年是落实“珠澳合作开发横琴”的开局之年。以横琴

为主平台，珠澳深度合作已具备良好基础。横琴，也已成

为澳门企业拓展新空间、培育新动能的首选之地。 

    5 月 18 日，来自澳门的 30 名企业家组团前往横琴，探

寻粤澳深度合作新形势下的新出路、新机遇、新希望。 



    “来到横琴 4 年，亲眼见证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东西汇（横琴）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马志达说，“横琴是我们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第一站。如今横琴面临更大的

机遇，希望澳门有志青年能够抓住时机，大干一番。” 

    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呼声：今年 1 至 4 月，珠海横琴

新区新增澳资企业 303 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 倍多；

注册资本 11.58亿美元，比增 5.85 倍。这也是横琴新区首

次实现澳资企业注册数量和注册资本“双向双倍增长”。 

    截至 4 月底，横琴新区已实有澳门投资企业 2522 家，

较 2019 年底增长近 13%，注册资本（金）达 139.44 亿美

元。 

    更多探索还将陆续展开。按照计划，珠海将从建立新体

制、打造新环境、发展新产业、建设新都市、缔造新生活

“五个新”入手，举全市之力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

文章，与澳门共同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区落地建设。 

    在产业发展方面，珠海将聚焦支持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依托粤澳合作产业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和在横

琴设立分部的澳门四家国家实验室等重大载体平台，推动

中医药等澳门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横琴落地发展，

协同发展实业。全力配合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高



水平建设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推进两地会展业融合发

展。 

    同时，珠海将聚焦各类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探索规则的

联通贯通融通，探索构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的新机

制，为推进粤澳深度合作提供支撑。 

    聚焦澳珠极点建设，珠海还将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横琴总规编制中与澳门规划进行有序衔接，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在横琴开发开放的全过程，为澳门留足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 

    民生保障方面，珠海将进一步完善便利澳门居民就业、

创业、居住的政策，加快推进“澳门新街坊”和一批高水

平医院、学校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让横琴更适合澳门企

业和澳门居民发展和居住。 

    降成本▶▷ 

    为 8 万余家企业减负 29.17 亿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珠海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次“压力测

试”。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珠海

遇非常之变，施非常之策。 

    兜住民生底线，关键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 

    从 2 月 5 日发布“暖企十条”、2 月 17 日推出“复工

复产十条”，再到 3 月印发《关于有效降低疫情影响促进



经济平稳运行的实施意见》，珠海打出“1+7”政策“组合

拳”，拿出逾 20 亿元“真金白银”为经济复苏提供“硬

核”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56.3 亿元，同比增长 15.7%，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

比增长 24.8%，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29.4%。 

    “点对点”专车接返、网络招聘、到岗奖励……珠海通

过一系列举措为企业减负、为员工就业搭台，保障了就业

局势总体稳定。 

    前 5 月，珠海发放稳岗补贴 6564.08 万元，共惠及

7053 家企业。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2355 万元，支持企业

吸纳就业、劳动者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珠海还通过落实社保费“减、免、缓、降、返”五项措

施，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稳定员工队伍。 

    目前，对于用人单位 2020 年 2 月已征收的应减免的社

会保险费，珠海已于 3 月 9 日前完成全部退费工作，涉及

约 4.48 万家企业，共计 2.21 亿元社保费已全额退至企业

账户。 

    据测算，整个社保费减免期间，可为珠海市 8 万余家企

业减负 29.17 亿元。 

    其中，大型企业 2 月至 4 月减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费约 1.82 亿元，2 月至 6 月预计减免基本医



疗保险 0.92 亿元，合计可减免社保费 2.75 亿元。除大型

企业外，其他符合享受减免社保费政策的企业有 8.2 万

户，2 月至 6 月合计可减免社保费 26.4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