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山區正在編制產業發展規劃、空間概念性規劃設
計方案。為此，舉辦了有逾十位中外頂尖海洋開發和海
洋經濟發展專家參加的萬山海洋開發試驗區發展戰略高
層研討會，還聘請了安永諮詢有限公司和法國斯構．莫
尼諮詢公司等國際頂尖高端規劃設計團隊參與設計。

2月26日，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李嘉在聽
取萬山區產業發展規劃和空間概念性規劃設計匯報時
指出： 「在珠海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特別是海洋經濟發
展格局中，萬山區佔有重要地位。是 『藍色珠海、科
學崛起』的破題之舉。這些設計成果的日臻完善極大
地堅定了珠海發展海洋經濟的信心和決心。」

該區區委書記田忠敏表示，在進一步深化和完善編
制產業發展規劃、空間概念性規劃設計方案時，將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緊密結合萬山的特點和實際做到
，深悟 「天、地、人」的關係，深入挖掘萬山區的獨特

性，體現海洋、海島內涵；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關係，
進一步明確禁止開發區域、適度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域；
統籌空間規劃、產業規劃、風貌規劃，實現三項規劃對
接，充分融合嶺南元素、中國元素、南海元素；處理好
國際化與特色化關係，面向全球借鑒國際成功的做法和
經驗，堅持國際化理念、本土化特色之路。

認真處理好一、二、三產業發展的關係，以高端
休閒旅遊為主體，統籌發展二、三產業；處理好陸、
海、島關係，通過萬山開發增強珠海的吸引力和競爭
力；處理好先發與後發的關係，在逐步實施近、中、
遠期規劃基礎上，高起點規劃、高標準保護；在吸收
國際經驗、謀劃國際合作、開展國際招商上作文章，
堅持基礎先行，解決好垃圾處理、污水處理、能源供
應、交通通達等問題；注重通過特色設計使已遭部分
破壞的海島山體、海洋生態煥發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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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興，春暖花開。一項項重點工程正如火如荼
地展開，並快速進入籌備階段。其中有：桂山、外伶仃、
東澳三島的環島公路，桂山島客運碼頭，格力東澳玲玎
海岸、萬洋桂山國際遊艇俱樂部項目、外伶仃島、東澳島
直升機停機坪，唐家灣輪渡碼頭，萬山海島新能源微電示
範網，桂山20萬千瓦海上風電場，擔竿島水壩加固工程，
外伶仃島水庫及供水工程、大萬山島水庫增容和東澳島水
庫擴容，大萬山島沿海公路第三標段工程，中燃桂山油庫
多點繫泊碼頭，中石油黃茅島LNG項目、二洲島預製件
項目……

春色撩人，鳥語花香。除了已新增了擔竿島高速
客輪航線、東澳島、外伶仃島申報創建國家4A景區外

，東澳玲玎海岸首個超五星級酒店、首個五星級會所
和大萬山島高級別酒店等一批高端旅遊設施將很快開
業。在已實施漁村百日清潔工程的基礎上，引進種植
了特色樹種，形成了層次豐富的立體景觀效果；新裝
沿海公路太陽能LED路燈，使海島夜景成為一道美麗
的風景線；美化了桂山島桂山大道、東澳島海關遺址
休閒公園和玲玎海岸驛站等綠道……

這一切，不但為其提升了生態宜居海島的創建水
平，而且為迎春長跑、媽祖巡遊、北帝誕辰、萬山海
釣比賽、海島帳篷節、萬山攀岩比賽、海島自行車租
借項目和海島小火車觀光等特色旅遊活動提供了有 「
生態、精品、特色」的平台。

珠海萬山珠海萬山
以生態文明建設壯大特色海洋經濟強區以生態文明建設壯大特色海洋經濟強區

萬山鎮：以大項目建海島實業經濟模式
由20個島嶼組成的萬山鎮，包括了被譽為 「經典

海島」的東澳島和被譽為 「亞洲奇觀」的大萬山島 「
浮石灣」等。為建海島經濟新模式，該鎮創新有三：

一是引實體經濟進島創新海島招商引資模式。去
年共引進企業20家，註冊資金達1.297億元。其中，
格力海島投資有限公司、格力房產、興業太陽能有限
公司等上市企業進駐海島，這不但使其招商引資工作
出現轉折點，而且實現太陽能、風能和火力組合發電
，並與蓄電系統智能聯網後兩島節能約一半。另外，
國家科學研究院廣州能源研究所還在大萬山島投資
3000多萬建發電系統，將綜合利用風能和波浪能；

二是圍繞服務龍頭企業創新海島基建棋局。相繼
引進格力東澳 「玲玎海岸」項目和大萬山島高端酒店
項目後，該鎮多方位展開了基礎設施建設，不但建成
了大萬山島沿海公路約3公里的第一、第二標段，還
已建成東澳島東海岸公路。此外，在兩島相繼建成了
新食街、污水處理廠、遊艇碼頭、簡易碼頭和釣台。
這為強化東澳島集體婚慶、大萬山島媽祖旅遊文化節
、珠海市沙灘派對和國內外釣魚大賽、加快推進果糖

灣度假區項目開發等新增了動力；
三是以引入外腦創新科技興海之路。該鎮與廣東

海洋大學等科研院所進行技術合作，成功試養了墨西
哥灣扇貝、長壽菜、龍鬚菜、鮑魚、白蠔、管角螺等
貝藻類海產品，已投放50萬元的種苗在小萬山島周圍
海域建設海洋牧場，將以 「訂單漁業」方式，進行硨
磲、珍珠貝、鮑魚等品種的試驗和推廣，並傳統生曬
魚乾做精做細，提高產品的附加值。

桂山鎮：重點工程為興海創特奠定基礎

擔杆鎮：全面更新外伶仃島旅遊軟硬件
該鎮所轄外伶仃島，是廣東唯一可看見香港市

中心的海島。面積4.23平方公里的該島似一小家碧玉
，以石奇水美、幽雅恬靜的風情獨樹一幟。去年以
來，該鎮積極更新該島的硬件和軟件，積極開展4A
級景區的前期申報評估準備工作，使外伶仃島的景
點建設、服務質量和知名度更上一層樓。主
要舉措有五：

一是在不斷做好外伶仃島塔灣
石場復綠整治工作的基礎上，已
對島上的170多個壞、舊路燈進
行油漆保養，更換節能燈；對市
政井蓋、市政管道、花崗岩路面
進行市政維護，已制定方案對現
北帝公園處建設北帝驛站，以便對
其景點進行全面升級；

二是加入了珠海市旅遊協會，成為珠海
市唯一的海島景區理事會員。參加了去年舉辦的廣州國
際旅遊展，並與珠海本地海島地接社進行了聯合宣傳，
還舉行了珠海第二屆沙灘帳蓬節和戶外單身相親活動，

2013年外伶仃島元旦迎新倒數嘉年華活動；
三是整合海島旅遊資源，在海馨酒吧街、夏都酒店

出租後，鼓勵村集體和經營能手帶動村民轉產轉業，提
升接待能力，增加客房數量和水平。配合相關單位整治
島上私人旅店，改善旅店衛生條件，提升服務質量。進

一步壯大發展休閒產業的規模。大大提升了海島
接待水平；

四是已於今年2月底開通了開通
香洲—外伶仃—擔杆島高速客船
航班，並正與直升機公司合作打
造 「空中航線」，發展該島及擔
杆島旅遊並連貫周邊旅遊航線的

交通瓶頸問題由此破解；
五是協助潛水公司建立潛水基

地，規範運營觀光自行車經營權，落
實城區至山頂公園的旅遊客運線路方案。

同時，已加強對海鮮稱量、海鮮來源和質量的監督
管理力度，把海鮮街打造成為外伶仃島一張靚麗的
旅遊名片。

由22個島嶼及8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組成的該鎮
，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咫尺相望。是萬山區的政治、
經濟、文化中心，轄區。地處港澳深珠間的近海海
域，大西、大濠等6條國際航道貫穿其中，為發展藍
色經濟，該鎮實施的重點工程有四：

一是建成總庫容27.2萬立方米的桂山水庫，解決
了該島飲水問題。建成桂山污水處理廠，成功創建
「省級衛生鎮」及 「國家級生態示範鎮」；以綠道

網建設為契機，加快了桂山環島路、海島漁村改造
、景點開發與維護、燈光亮化、桂山客運碼頭和候
船室項目等建設，提升了海島環境；

二是在約150萬平方米的水域中推廣 「珍珠龍躉
石斑魚」、 「皺紋盤鮑」等，並維修了桂山小艇碼
頭。正與高校及科技院所合作，繼續推進七灣海洋
科技產業基地建設，並建集教學、科研、旅遊、文
化於一體的海洋生物展館；

三是於6月底建成中燃桂山油庫多點繫泊碼頭主
體工程，以滿足珠江三角洲成品油需求的增長。同
時，牛頭島港珠澳大橋工程進展順利。大橋東西人

工島提前三個月完工，隧道管節、沉管隧道基槽也
在加快製作，該橋各項工程均在推進。

四是將以桂山島國際遊艇會為核心，建融精品
度假酒店、特色餐飲、休閒娛樂等多功能為一體的
大型綜合性旅遊度假項目。同時，升級改造海豚灣
沙灘公園、建設桂山景觀林帶公園，完善各旅遊景
點、綠道、驛站和步行路等海島旅遊基礎設施，繼
續舉辦海鮮美食節、國際海釣邀請賽等，把該島建
成集觀光、休閒度假、娛樂、會展、海上運動等多
功能於一體的濱海旅遊區。

強基 創特 興海 美島 促和 提效

以海洋高技術產業為戰略先導，建設以海洋漁業
為基礎、海洋物流業為支撐的產業組合體系，是該區
建設強區的另一增長極─依託最新的漁業科技成果
，探尋新的漁業經濟模式，依靠鮑魚、海參、龍鬚菜
、羊棲菜等產品的養殖和貝藻類立體生態養殖方式，
該區已實現了漁業產值連年年均增逾30%的目標。這一
切，有望豐富港澳居民的菜籃子。

東倚香港，西臨澳門，背靠珠江三角洲，面向廣
闊的南海，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和區位優勢。特
別是該區海域普遍水深在30米以上，全年適合海洋研
究試驗，在這裡建設國家南方深海基地和海試基地有
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此，該區已啟動珠海（萬山）海
洋科技示範園建設的前期工作，修復桂山七灣結合舊
石場是啟動標誌。

據該區管委會主任于思浩介紹，位於桂山牛頭島

的港珠澳大橋島隧工程沉管預製工廠是我國重大的海
洋工程項目，該橋完工後，依此可建南方深海大洋研
究基地和南方海洋產業戰略裝備海試基地。該區正在
探索如何建立政府主導、企業開發、政企共建、項目
先行等有效運行模式。將加大對海洋工程裝備與新材
料業、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可再生能源業、海水資
源綜合利用業和現代海水養殖業等海洋戰略性新興產
業的投入，以便讓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科技
成果在該區轉化和產業化，並實現重大創新產品的廣
泛應用和推廣。

于思浩表示，非常期待港澳涉海科研院所、大學
和高新技術企業加入這一項目，以便借此共同建設粵
港澳海洋科技示範與合作發展區，此舉也有助於促進
港澳經濟長期繁榮穩定。三方可就可再生能源、水產
養殖、海洋生物醫藥等合作打造科技創新平台。

期待港澳共同在萬山創特興海

2012年：該區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3.5%；完
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1%；漁業產值同
比增長25.3%；海島旅遊人數同比增長18.9%；海島
旅遊綜合收入同比增長1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同比增長19%；引進內資註冊資金同比增長29.7%
；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8.27%；外貿進
出口同比下降44.5%；漁民人均純收入同比增長
10.6%。

2013年；該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
：地區生產總值GDP增長10%，固定資產投資額增
長20%，漁業產值增長15%，旅遊業總收入增長20%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引進內資註冊資
本金增長15%，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8%，外貿進
出口增長5%，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15%，漁民人
均純收入增長12%。

結構優化、功能完善、附加值高、競爭力強

數 字 萬 山

堅持高端規劃，目標世界一流，中國最好

東澳麗島銀灘東澳麗島銀灘

桂山漁排桂山漁排

外伶仃島外伶仃島

桂山文天祥塑像桂山文天祥塑像

萬山島浮石灣萬山島浮石灣

外伶仃島相思林外伶仃島相思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