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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区做强创新型产业集群，
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凸显中山产业发展竞争力

借力“行动计划”打造“拳头”产业
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迈向高端

核心提示
今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
中山
火炬开发区是全国
首批国家级高新区
之一，成立 28 年来，
坚持“创新驱动、科
技引领、产业先导”
的发展理念，已成为
我市各镇区的龙头
和创新发展的高地，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前沿阵地。
文/韩永 谭华健

余兆宇 摄

火炬区联合光电公司生产车间。

借力“行动计划”，
加快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6 月 23 日，以“智能制造、 批高端装备企业；联合光电、
协同联动、聚力前行”为主题
弘景光电等一批光电产业；广
的 2018 全国齿轮技术研讨会
东泰安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
在中山举行。
司、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
8 月 7 日，火炬区管委会
公司等一批中山汽配产业；康
与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委
方生物、明峰医疗等一批健康
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产业新兴龙头企业不断发力
仪式。依托中国光学学会激光
……
加工委的协助，共同推动火炬
为加快推进中山战略性
区光电信息产业、激光产业的
新兴产业发展，我市于今年 8
集聚发展。
月 中 旬 印 发 了 三 个“ 行 动 计
8 月 8 日上午，中山市汽
划”：
《中山市高端装备制造产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行业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18—
协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
2022 年）》
《中山市新一代信息
大会。
技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8 月 17 日-18 日，首届中 （2018—2022 年）》和《中山市
国模拟医学大会在中山市举
健康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行。
（2018—2022 年）》。根据该行
今年以来，装备制造、生
动计划，中山市计划用五年时
物医药、汽配、光电等行业内
间推动上述三大产业实现
的全国顶级专业会议和机构
3900 亿元总产值。其中，规模
相继在中山召开或展开合作， 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实
推动了中山或火炬区战略新
现 1500 亿元，新一代信息技
兴产业的优势资源集聚。
术产业规模超 1200 亿元，健
在火炬区，已集聚了明阳
康医药产业总产值规模达到
风电、通宇通讯、迈雷特等一
1200 亿元。

中山将着力引进一批重
大项目，培育一批优质企业，
建设一批重大创新机构，布局
一批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一批
产业载体，也成为冲刺三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健康产业是火炬区重点发
展的三大战略新兴产业。今年
中山市“3·28”招商洽谈会上，
火炬区上台签约项目 7 个，项
目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科技创
新和人才引进，个别项目如九
州太阳能光伏储能院士工作
站、第三代半导体创新中心等
成大会亮点，展现了火炬区科
技型产业发展迈向高端。这些
招引的项目凸显了“聚焦实体
经济、聚焦人才资源、聚焦科
技金融、聚焦科技创新”四个
鲜明的特点，凸显了火炬区对
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和行业
引领能力。
今年上半年，火炬区重点
项目建设有条不紊。以重点项
目为例：1-6 月，该区省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 1.02 亿元，完成
年 度 计 划 的 50.98% ；市 重 点
项目完成投资 7.95 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 53.56%。2 个新开
工项目实现开工 1 个，开工率
达 50%，实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其中 5 个在建项目，土建
工程进展较快，包括大数据集
聚区、居然之家、得都国际、旭
贵明电子和中德生物医药产
业园。
为了营造更好的产业发
展环境，提高发展效率。火炬
区政策修编进度加快。修编工
作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结合该区
实际，呈现出，靶向性强、产业
主导性强、个性化条款创新等
六大特点。比如，充分比对周
边城市，重点对标惠州、东莞、
珠海、佛山四大高新区，旨在
突显该区在招商及科技方向
的政策优势。进一步聚焦该区
健康医药、光电、高端装备制
造三大产业，并兼顾科技创新
和现代服务业。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
的重要批示精神，
广东要努力实现
“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
，同时要发展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绿色
低碳、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
“七大产业”
。
省委书记李希在中山调研时也强调，
要奋
力把中山建设成为
“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
展的支撑点、沿海经济带的枢纽城市、粤
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一极”
。
中山要融入大湾区，
要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里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一要靠实
体经济的发展；
二要靠科技创新；
三要靠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四要靠城市环境的
建设；
五要靠文化底蕴的发展。
火炬区的发展大至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次创业阶段是1990年－2000年；
这
个阶段是通过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
引资奠定发展基础；第二次创业阶段是
2000 年－2010 年，这一阶段通过工业
强区和产业结构调整壮大发展规模；
第三
次创业阶段是 2010 年至今，
主要通过科
技创新、
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
高新区是姓
“科”
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我市提出要突
出研究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
进入
“三次
创业”
新时期的火炬区正加紧打造创新发
展的
“升级版”
。
秉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产业先
导”
的发展方针，
火炬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发挥科技对产业、经济社会的引
领作用，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前端产
业。
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
积极参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
实施
“3+1+1”
科技创新工程（即：
突出
先进装备制造、健康科技产业、光电产业

等三大重点发展产业，
推动
“一区多园”
建
设，
推动现代产业工程技术研究院建设），
通过建设创新生态、营造创新环境、夯实
创新基础来构筑创新体系。
今年上半年，
火炬区实现了科技项目
量、
质双提升：
1-6月，
该区共组织800多
个项目申报各类科技资金。康方、明峰 2
家团队成功获批省创新团队，
视频监控系
统高速高清摄像光学镜头等 5 个项目获
批省科技进步奖，上述两项均占全市
100%；
4 家企业获批省企业技术中心，
占
全市 40%，12 家企业获批市工程中心认
定；1-5月，
该区专利申请2298件，
同比
增长 48%，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674 件；
专
利授量1256件，
比增44%，
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188件；
现代产业工程技术研究院建
设加快。
近年来，
火炬区在
“金融、
科技、
产业”
三融合方面探索一条新路。
比如，
该区通
过资本助推了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
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汽配、
包装印刷等产业
集群内的新兴、
龙头企业发展，
再以龙头企
业引进上下游产业，
带动整个产业链转型
升级，
实现产业集群螺旋式上升。
在科技金
融方面，
除了有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科
技信贷风险准备金，
还成立了规模达10亿
元的科创产业母基金、
上市公司产业发展
基金等，
从而形成一条全产业链的金融服
务，
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山新出
台的三大
“行动计划”
，
火炬区将加快产业
集群建设，
打造一批可以形成
“拳头”
的创
新型产业集群，
如健康医药、
装备制造、
光
电产业等，
通过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来融
入大湾区建设，
凸显中山产业发展竞争力。

火
炬区明
阳风电
公司风
机装配
线。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西区先行试点
探索“互联网+垃圾智能分类”
新模式，
“三个一”分散处理建设已初步成型

今年 2 月，西区被确定为全市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在“先易后难、不
断推进”
的原则下，
西区从相关职能部
门、社区抽调 3 名工作人员成立西区
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负责垃圾分类
工作的统筹和实施，设立垃圾分类专
项资金。明确今年将在辖区内责任主
体明确的公共机构（市属、
区属机关事
业单位、社区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
国有企业及市属和区属集体企业，强
制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并在试点社区
推行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作为全市首个中山市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区，西区在区内探索垃圾分
类工作经验，选取烟洲社区御水湾、
隆平社区三队为试点，开展强制分类
示范建设工作。期间，西区以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鼓励和引
导试点单位的居民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主要包括前期垃圾分类宣传、垃
圾分类志愿者引导、垃圾分类宣传栏
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理；西
区住建局还提供居民家用垃圾分类
塑料袋（干、湿两类）、家用垃圾分类
桶、试点垃圾分类大桶等所需设施。
同时，
西区还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领导小组，
下设5个功能小组。
5
个功能小组分别是：
西区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考核小组、
西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宣传小组、
西区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试点工作推进小组、
西区工业企业工业
垃圾处理小组、
西区建筑垃圾处理工作
小组。
通过前期的精准划分、
完善机制、
广泛宣传等方式，
目前西区纳入强制分
类的单位就达到了65家。

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生活垃圾
智能分类设备的使用。

核心提示

在全市先行先试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垃圾分类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西区作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高度重视、
精心
组织、
积极筹划，
在全市率先投放带积分兑换功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智能设备，
探索
“互联网+生
活垃圾智能分类”
新模式，
落实垃圾分类奖励机制，
实施
“蒲公英计划”
，
推动
“三个一”
分散处
理建设，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不断推进实现辖区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
目前，
西区已有 65 家单位被纳入强制分类单位，
在烟洲社区、
隆平社区两个试点单位和强
制单位已投放垃圾桶等各类垃圾分类设备 1067 个，
垃圾袋 40740 个，
宣传折页 33000 份，
宣
传架 146 个，
主题宣传栏 72 个，
分类指南 2564 个，
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
文/陈伟波 郑志标 游玉华 图/郑志标

已投放垃圾桶等各类设备1067个
“您好，我们是垃圾分类志愿
者，向您发放分类垃圾桶。”8 月 4
日，西区党工委书记关瑞麟和志
愿者们一起，到烟洲御水湾小区
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并派
发垃圾分类设备。
志愿者每进一户居民家中，
就送上一组分类垃圾桶，
一格为湿
垃圾桶和一格为干垃圾桶，
并向居
民讲解分类方法。
“厨房的剩饭剩菜
放入湿垃圾桶里，
废弃纸巾等干垃
圾就放入干垃圾桶内，
小区中还会
有各类垃圾统一收集的垃圾桶。
”
为引导和鼓励居民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西区除了引入生活垃
圾分类智能设备外，近期还向试
点单位投放了一批垃圾分类设
备。目前，西区机关事业单位、公

共机构等强制单位及隆平社区三
队、烟洲御水湾小区两个试点已
完成投放工作，共计投放垃圾桶
等各类设备 1067 个。除住户领到
垃圾分类垃圾桶外，目前隆平社
区三队和烟洲御水湾小区两个试
点公共区域都已配备可回收物垃
圾桶、其他垃圾垃圾桶和有害垃
圾回收垃圾桶等集中收集设备。
目前，西区已基本完成一个
有毒有害垃圾储存仓库、一个可
回收物暂存仓库、一个特殊行业
废弃物仓库的“三个一”建设，建
成垃圾分类终端管理平台建设，
加强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过程的
全程监管，西区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
理体系构造初步成型。

出台《方案》画出“时间表”
“线路图”

今年 8 月，西区正式启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活动。

探索建立智能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今年 6 月，西区召开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动员会，拉开了“全
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共享绿色
西区”
的序幕。
两个月后，西区在
烟洲社区御水湾小区举行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启动仪式，在全市
引入首套具备积分兑换功能的
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探索建立智
能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笔者见到，位于御 水 湾 小
区的生活垃圾智能分类设备，
通过简明易懂的图示，引导居
民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塑
料、金属、玻璃、报纸等)、有害

垃圾(电池、药品、杀虫剂等)，并
在回收设备中设立不同的箱体
引导居民分类投放，使分类细
致清晰。
据 介 绍 ，该 智 能 垃 圾 分 类
设备系统主要由礼品兑换机、
垃圾袋自动发放机、垃圾分类
收集设备等部分组成。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居民可凭居民卡
或 手 机 APP 在 垃 圾 袋 自 动 发
放机扫码领取可降解垃圾袋。
每个垃圾袋都带有二维码，二
维码信息与居民卡和手机 APP
的注册用户信息关联，系统通

过后台数据平台，可跟踪到每
一个垃圾袋相对应的使用用
户信息。
目前，西区在烟洲社区御水
湾小区、隆平社区三队、西区办
事处办公大楼，已引入使用这
套带积分兑换功能的智能垃
圾分类设备。这套系统的核心
是 以 互 联 网 、大 数 据 为 载 体 ，
运用智能化的垃圾分类设备，
实现对居民垃圾分类“线下行
为 ”的“ 线 上 管 控 ”，最 终 实 现
辖区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

取得初步成效后，接下来西
区在垃圾分类上要干什么？2019
年和 2020 年以后又要取得哪些
成效，完成哪些目标呢？其实，这
些答案都在《西区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今年 6 月，西区发布这份
《方案》，为实行强制垃圾分类画
出了推进
“时间表”
和
“路线图”
。
根据《方案》，西区将分三个
阶段推进。一是从先行强制及试
点阶段（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二是试点铺开阶段（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三是
全区铺开阶段（2020 年以后）。
第一阶段为先行强制及试点
阶段。今年，西区将开展先行强制
及试点工作。
在辖区内责任主体明
确的公共机构（包括市属、区属机
关事业单位、
社区等公共场所管理
单位）、国有企业及市属和区属集
体企业，强制实行生活垃圾分类，
并在试点社区烟洲社区、
隆平社区
选取小区或生产小组作为试点，
通

过政府购买第三方社会服务的方
式，
建立试点小组或生产小组垃圾
分类的
“分、
收、
运、
处、
用”
体系。
在该阶段工作实施期间，
西区
将为试点单位配置分类垃圾桶、垃
圾袋等设备，同时，将探索建设有
毒有害垃圾储存仓库、可回收物
暂存仓库和特殊行业废弃物仓
库，对可回收物按照玻璃、塑料、
金属、纸类进行分拣，并委托具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基本建立
起分类收集、
运输和处理体系。
第二阶段为试点铺开阶段。
在总结 2018 年工作基础上，西区
计划 2019 年在全区范围内全面
铺开试点工作，研讨制定以 PPP
模式为基础的生活垃圾智能分类
处理模式，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公众基本接受的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典型模式。
第三阶段为全区铺开阶段。
西
区将根据上一阶段的成果，
探索开
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区全覆盖模
式，
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
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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