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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超728亿重大项目
吹响江门

第 一 季 度 重 大 项 目 集 中 动 工（投
产）活动，全市共 128 个重大项目集中动
工（投产），总投资 728.4 亿元。

项目状态：动工项目 88 个，投资额
594.3 亿元；投产项目 40 个，投资额 134.1
亿元。

项目类别：产业类项目 95 个，投资
额 336 亿元，占一季度集中动工（投产）
项目总投资的 46.2%；城建类项目 23 个，
投资额 266.8 亿元，占总投资的 36.6%；交
通类项目 10 个，投资额 125.6 亿元，占总
投资的 17.2%。

各市（区）项目情况：蓬江区集中动
工（投产）项目 23 个，总投资 166.4 亿元；
高新区（江海区）集中动工（投产）项目
21 个，总投资 148.9 亿元；新会区集中动
工（投产）项目 17 个，总投资 137.3 亿元；
台山市集中动工（投产）项目 25 个，总投
资 102.6 亿元；开平市集中动工（投产）
项目 11 个，总投资 40.9 亿元；鹤山市集
中动工（投产）项目 23 个，总投资 114.5
亿元；恩平市集中动工（投产）项目 8 个，
总投资 17.8 亿元。

重大项目

“数读”

春雷初响、生机萌动。“十四五”开局之年，五
邑大地涌动勃勃生机。8日早上，伴随着绵绵春
雨，江门市2021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动工
（投产）活动在三区四市同步开展，全市合共128
个重大项目动工（投产）。

桩机轰鸣，万丈高楼自此起。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活动为江门“十四五”征程
吹响了“起好步、开好头”的号角。

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竞争春。产业项目为江
门“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速，城建类项目及交通类项目助力江门积
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同为江门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动能。

万物苏醒、一鸣惊人，正是发展好时机。
128个重大项目犹如江门新时代发展的“良种育
苗”，必将在“十四五”时期结出丰硕果实。

三区四市同步开展重大项
目集中动工（投产）活动，这在江
门近年来尚属首次。江门市委
书记林应武、市长吴晓晖等市
领导分赴主会场及分会场出席
活动，并与项目投资方等亲切
交流。

促投资、稳增长，实现第一
季度“开门红”，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此次活动为江
门迈向“十四五”新征程作“擂大
鼓、响重锤”的总动员。

此次活动涉及的项目，总投
资额度创下新高。数据显示，今
年第一季度全市新增项目动工
（投产）总投资 728.4 亿元，投资
额实现大幅增长，与去年第一季
度同比增加 280.8 亿元，与去年
第四季度环比增加 202.6 亿元。
其中有 40 个项目实现投产，投
资额达134.1亿元。

其次是项目类型丰富，涵盖
了产业类、城建类和交通类项
目。瞄准打造产业平台、发展先
进制造业、保障能源供应、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治理生态环境、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幸福
感、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等方面，相关重大项
目补足弱项、做大强项，为江门
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从各会场的展板上也不难
发现，此次活动中涉及的项目有
不少都是优质项目。从单个项
目的投资额度上看，本次活动江
门市共有 13 个投资超 10 亿元
重 大 项 目 动 工 建 设 ，投 资 额
395.3 亿元，总投资 20亿元的富
华重工商用车底盘零部件智能
制造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的任
达电器实业项目（一期）实现投
产；而从项目的带动能力效应上
看，本次活动中投资额 20 亿元
的蓬江区大健康食品组团项目，
可拉动天地壹号、顶益、美心、滨
崎等知名大健康食品项目的增
资扩产等，而同样投资 20 亿元
的网驿·江门智造科技港项目，
则为江门引进电子信息及物联
网、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机电
制造、新材料及与生产相关服务
型无污染优质产业。

百余项目为江门“十四五”作动员

重大项目是江门经济发展
的“动力总成”，重大项目运作
有力，江门的经济“快车”方可
提速。

“十三五”时期，江门始终
把重大项目的引进、动工及投
产当作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
头”，不断为其增加“燃料”。开
展“以投资论英雄”活动，成立
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总指挥
部、专项指挥部和稳投资工作
专班，建立重大项目、重大平台
建设资金统筹机制，出台稳投
资若干工作措施，每季度举行
重点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活动
…… 江 门出 实 招 加速 项 目 建
设。五年来，重大项目这列“火
车头”动力澎湃，江门市重点项
目投资额从 2016 年的 571 亿元
稳步提高至2020年的 914.62亿
元。仅在去年，克服了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江门
共推动 213 个投资超亿元项目
动工建设，省、市重点项目分别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31%、
123%；并引进投资超亿元项目
211 个，投资总额 1247 亿元，分
别增长 7.1%和 4.2%，投资超百
亿元的亚太纸业等一批重大增
资扩产项目落地。努力的成果
在“十三五”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上得到体现，如江门地区生产
总值在 2020年实现 3201 亿元，
比 2015 年增加 961 亿元，五年
年均增长 5.9%；规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6%；固定资产投资
年均增长11.4%，五年累计完成
8852亿元。

尤其是在江门经济的“根
基”——工业方面，重大项目为
江门工业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
断的动力。总结“十三五”期间，
江门累计引进投资超亿元产业
项目 748 个，投资总额达 4592
亿元，新投产投资超亿元项目
244个。同时，江门也完成了工
业投资 3487 亿元，规上高技术
产业、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 15.9%、
7.5%和 7.5%。五大新兴产业规
上工业总产值超 2100 亿元，约
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展望“十四五”时期，以此
次重大项目动工（投产）活动为
开端，江门在推动重大项目落
地方面有望再创佳绩。在上周
举行的江门市“两会”上，相关
信息显示，“十四五”时期，江门
将安排十大领域50个重大项目
工程包，争取“十四五”时期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1.5

万 亿 元 ，其 中 工 业 投 资 将 达
5000 亿元，力争打造一批超五
百亿甚至超千亿的产业集群。
其中在今年，江门将安排创纪
录的 1015 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产业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达 317
亿元。具体到本次活动中，共
有 95 个产业类项目集中动工
（投产），投资额 336 亿元，占第
一季度集中动工（投产）项目总
投资的46.2%。

此前，江门市委、市政府已
经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工业
立市、制造强市之路，今年要扎
实 推 进“ 工 业 项 目 建 设 提 速
年”。利用重大项目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升级”优势传统产
业，是江门实施“工业立市”的两
大关键措施。

聚焦在此次动工（投产）的
重大项目上，涉及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等五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项目引来
了不少的关注。如广东省稻兴
智能科技产业园项目，瞄准了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硬件部分，主要
生产 4K 电视机、4K 电竞显示
器、8K 超高清电视机、8K 超高
清激光投影仪、8K 超高清视频
人工智能编码解码芯片及机顶
盒、8K超级高清（8K-SIV）中继
车的部分配件，预计达产产值不
低于 16 亿元，达产税收不低于
5000万元。

而广东海信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宋开民则介绍，该公司主
营业务为平板电视机、液晶模
组、网络多媒体产品及其他电子
产品，现有7条先进的平板电视
生产线、8条液晶模组生产线、2
条导光板生产线，以及机壳注塑
设备等，年产平板电视 650 万
台。受到江门良好的发展态势
所鼓舞，该公司计划增资 1 亿
元建设 2 栋配套厂房，预计达
产后年产值 10 亿元，达产税收
750万元。

此外，在传统优势产业的
“升级”方面，金属制品、造纸和
印刷、纺织服装、家电、摩托车
及零部件等传统特色产业的提
升有赖于项目投资方的增资扩
产。其中，江门传统产业巨头
富华重工新增投资20亿元建设
年产 200 万套商用车底盘零部
件智能制造项目。该项目将建
设驱动桥等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线，项目投产后将提升产能20%
至 30%，达到年产200万套商用
车底盘零部件。

产业项目拉动经济“快车”飞驰B

“十三五”时期，为解决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江门提出了“三区并进”的区
域发展格局，打破行政区划局
限，以功能区为引领，将江门
市划分为都市核心区、大广海
湾区、生态发展区，通过发挥
各区域优势，差别化发展解决
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通过近年来一些重大项目
的引导和促进，“三区并进”格
局得到了显著推进，区域发展
协调性明显增强。如以东部三
区一市为主体的都市核心区，
2018 年以来完成投资 176 亿
元，一系列交通基建、产业园
区、公共设施配套、总部经济
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让江门的
城市品质明显提升。大广海
湾区方面，银湖湾滨海新区内
总投资 216 亿元的新澳重大
装备创意创业园、碧海银湖、
广东华立学院（江 门 校 区）等
首批 8 个重点项目于去年 12
月底启动建设，台山核电 1、2
号机组投入商运，整个大广海
湾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生
态发展区方面，村村通（行 政
村）自来水工程建设和城乡

“厕所革命”等项目也助力了乡
村振兴，使江门在 2018、2019
年度连续两年获省乡村振兴实
绩考核优秀等次，并获粤西片
区第一。

在“十四五”时期，江门提
出继续加快推进“三区并进”，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城乡品质提升，提高城市化和
新型城镇化水平。针对不同区
域的发展态势与发展任务，在
今年第一季度，江门在各个区
域均布局了相应的重大项目，

分类施策，重点发力。
全面提升发展能级和城

市服务功能，积极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省级试点建设，推动城
镇建设提质增效……在此次
活动中，记者注意到了不少项
目与城市品质提升相关。如
江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建设
项目及江门市新三甲医院（市
公 共 卫 生 临 床 中 心）项目，建
成后将大大优化城市核心区内
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设施的配
置；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江
门校区建设项目、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鹤山方圆实验学校及江
华小学群华校区，则着眼于区
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与分
配；此外还有粤海江门甘化厂
项目、融浩水业功能中心项目
等，与都市核心区内的人居环
境、生活配套设施优化等息息
相关。

突 出 陆 海 统 筹 、港 产 联
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积极
探索发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
和加工产业……大广海湾区
将成为未来江门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引擎”。在今年第一
季度，广发渔业光伏三期项
目、中广核光伏发电项目、嘉
信能源沙堆集中供热项目等
陆续动工，为大广海湾区的能
源产业发展“开疆拓土”；广海
湾万吨级码头、广海湾物流中
心的建设则为大广海湾区发
展海洋经济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威立雅海洋环境工业（广
东）有限公司第二期项目、耀
天齐民用航空地勤设备项目、
年丰民用航空地勤设备项目、
江门润宇轨道交通传感器研
发及生产项目等则大大丰富

了大广海湾区的产业布局。
突 出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重点发展绿色制造和循环
经济产业……生态发展区为
江 门 探 索 可 持 续 发 展 新 路
径。此次活动的项目列表中，
位于生态发展区内的项目均
是循着上述方向发展。如广
东丰嘉食品公司粮食加工及
仓储物流项目的投产巩固了
江门大湾区“米袋子”的地位、
广东和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固体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
专注于固体废物的集中处置、
广东合溢再生资源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废液废渣回收循环
再利用项目则侧重废液废渣
回收循环再利用、洲星食品项
目生产的马蹄制品等将提振
当地的绿色经济。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
点城市，江门被广东省委赋予
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
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的目标定
位。早前，江门更提出，要加强
与深圳、广州产业对接合作，形
成“广深总部+江门基地”“广
深研发+江门制造”合作模式，
推动江门产业嵌入中心城市产
业链和价值链。因此，江门重
大项目的“布局谋篇”，必然顺
应湾区发展的大势，融入湾区
的发展，围绕新增长极和江海
门户的目标定位“做文章”。

融入湾区，首先是交通“硬
件”对接。诚如江门市委、市政
府领导所言，江门拥有优越的
区位条件，去年，广东第四大铁
路客运枢纽珠西综合交通枢纽
江门站建成运营，粤港澳大湾
区标志性工程——黄茅海跨海
通道全线开工，江门正加速融
入“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在
今年的重大项目安排方面，江
门继续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倾斜，安排交通大会战年度
计划投资 235 亿元，并积极融
入轨道上的大湾区。其中，珠
肇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
段等项目将加快建设，同时将
积极推动珠肇高铁江门至珠海
段动工建设。根据第一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活动的
资料显示，珠肇高铁江门至珠
三角枢纽机场段的先期实施工
程在今年第一季度动工。

此外，江门扎实的产业基
础、配套能力以及要素保障，也
是江门融入湾区的优势。目

前，工业门类齐全，供应链体
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是
大湾区内唯一具备可大规模
连片开发土地的城市，水电气
供应充足。第一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动工（投产）活动中，一些
产业平台项目的实施将加强江
门的这个优势。如江门人才岛
2021 年动工项目将建设一大
批主次干道路、公共设施，并推
进全岛水系、环岛公园、城市门
户、教育设施等项目建设，进一
步完善和优化这个江门重要平
台的交通和公共配套等；而蓬
江区的科创公园项目则通过创
新创业项目引进、公共技术创
新平台建设、科技金融、企业孵
化等服务，着力打造成为一个
集科技孵化平台、研发机构、设
计基地、电商基地、企业总部为
一体、配套完善的智慧产业集
聚地。

重大项目的动态往往蕴含
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更好
地融入湾区，承接更高端的项
目，江门市委、市政府决心持续
推进“1+6”重点园区扩园提质
增效，做实做强五大万亩园区，
谋划建设万亩战略新兴产业
园，打造1至2个千亿级园区和
若干特色产业园，建设高水平
产业载体；主动对接广深港、广
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
要承载区和人才集聚区，引进
培育一批重点实验室、综合性
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促进创新要素集聚
发展。

A

重点发力协调“三区”并进发展C

别报道特

码头等交通基建项目在此次
活动中占据重要比例

（通讯员供图）

项目动工现场 李伟杰 摄

参与活动的领导及嘉宾为重大项目点赞 李伟杰 摄

此次项目中有不少是传统优
势产业的增资扩产或技术改造

（通讯员供图）

多个产业平台项目增强了江门融入湾区发展的优势 李伟杰 摄

陈卓栋 彭纪宁 江宣 谭耀广

““十四五十四五””启航号角启航号角

厚积优势融入“湾区”发展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