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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作为珠海主城区 

人口占全市总量  

生产总值占全市总量  

正方集团作为香洲区最大的国有独资企业，肩负

着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综合运营等职责，

成为推动香洲乃至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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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概况01 COMPANY 
PROFILE



       珠海正方集团作为珠海市香洲区属国有企业，历经25年快

速发展，已经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大内控部门、3大业务平台、2

大业务板块的多元化集团公司。近年来，正方坚持以重大项目建

设和创新驱动为抓手，公司规模和营收成倍增长。预计2021年

达成公司资产规模200多亿元，营收规模近100亿元，员工总人

数近4000人，信用评级为AA+。

      未来五年（2022-2026），正方将以珠澳合作和“双区”驱

动为契机，深耕主业，稳扎稳打，努力从百亿体量向资产、营收

双千亿目标迈进，致力于成为湾区优秀的“城市综合运营商”。

正方集团介绍

城市发展 房产 城市建设丨 丨

· 商业管理 · 现代服务

Group Introduction



正方集团发展历程

1996-1999
     香洲区政府以科汇企业集团
等9家区属企业的全部净资产合
计一亿元，作为注册资本成立香
洲区资产经营公司，与区工业局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

2000-2006
      香洲区资产经营公司与区工
业局脱钩，作为区属优质资产的
运营机构独立运作，正式更名为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
司”。正方控股在新一轮国有企
业改制中，对非主业资产进行梳
理、整合。

2007-2013
      正方控股架构日趋完善，逐
步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租赁及
股权投资等业务。2011 年成立
绿道公司，深度参与绿道网络建
设、管养和服务。

2014-2017
       以海滨泳场管理为起点，将公
司业务版图拓宽至公共资源开发与
运营、物业管理、商业管理、品牌
零售等领域，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
系，树立了“香洲正方”“城市管
家”的良好企业形象，努力打造优
质的城市生活服务商。

2018-2019
        着力推进市、区重点项目
及重大工程，不断扩展公司经营
资质，从城市服务向城市建设领
域进军，打造湾区优秀的建筑服
务商。

2019-2021
       瞄准定位，聚焦主业，深耕
民生事业，助力城市更新，整合
搭建城市发展、房产、城市建设
三大平台和现代服务、商业管理
两大板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湾区优秀城市综合运营商。

Development History



企业愿景
让城市更美好

价值观
秉承匠心  以人为本  开拓进取

企业精神
求真务实  勤勉奋发  精诚合作

企业使命
引领城市品质  造就理想生活

发展观
精耕方寸  坚守品质  领创未来

人才理念
以德为先  尊重专业

团队精神
团结协作  勇于创新

正方集团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正方
集团

城发
平台

房产
平台

建设
平台

正方集团架构
Corporate Structure

整合搭建“3+2”体系

打造湾区优秀“城市综合运营商”

“十四五”开局之年，紧抓“二次创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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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城发介绍
Platform Introduction

珠海正方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正方城发”）作

为集团核心业务引擎，依托两个区域综合开发公司及三个

专项公司，统筹城市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服务等全

周期、大生态开发建设和管理服务工作，聚焦城市更新、

土地整备、城市区域开发、湾区地标打造、公用设施建设

等核心业务，积极助推城市发展，致力于成为湾区优秀城

市发展商。



正方城发发展历程

2016
      正方控股全资下属子公司珠
海正方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正方城建”）正式成
立，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及城市
基础配套设施开发管理，建设
年度精品项目正方康和苑。 

2017
      秉承“让城市更美好”
的企业愿景，高质量完成香
山驿站公园改造、南屏科技
工业园区配套工程等城市基
础 配 套 设 施 开 发 项 目 。

2018
      抢抓珠海“二次创业”机
遇，积极开拓产业新领域，成
功拓展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业
务，包括海滨泳场旅游服务咨
询中心、南屏科技园邻里中心
及人才公寓等项目。

2019
       从单一的城市建设管
理公司逐步转型为集城市
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
理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提升市场竞争力。

2020
       搭建正方城市发展平
台，依托两个区域综合开发
公司及三个专项公司，积极
助推城市发展，致力于成为
湾区优秀城市发展商。

Development History



正方城发架构
Corporate Structure

正方城发通过“两个片区综合开发公司+三个专项公司“，整合搭建“2+3”业务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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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块
Urban Development

片区
综合开发

正方
城发

代建
管理

城市
更新

核心业务业务体量（截止2021年6月）

在实施项目56个

总投资约100亿元

现有项目

超180个

筹备项目约130个

总投资约2500亿元



核心业务-片区综合开发
Comprehensive  Area Development

涉及规划用地面积超过

6000万平方米

海岸线长度超过

18公里

        作为区属国企，公司紧扣香洲区

“一园一镇一廊一带”产业空间布

局，承担南屏科技生态城、三溪科创

小镇、情侣路魅力滨海活力带的建

设，涉及规划用地面积超过6000万平

方米、海岸线长度超过18公里。



Comprehensive Area Development - Nanping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片区综合开发 

       项目总规划面积约45.09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19.13平方公里，其中南屏科

技工业园是珠海产值最大的产业园区，规

上工业企业160家，经济总产值占全市

21%。

项目于2019年开始谋划，2020年正式

启动，目前正全面推动园区第二批、第三

批共计27条道路改造工程。

南屏科技生态城



Talent Housing - The Talent Apartments of the Nan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片区综合开发 — 南屏科技生态城重点项目

       项目位于南屏科技园，邻里中心及人

才公寓由两栋高层住宅、一栋生活配套综

合体组成，共计322套公寓房，占地面积

12116.31平方米，容积率3.0，总建筑面积

44886.89平方米，总投资规模约2.9亿元。

     “住有所居，业有所获”是实现人们

“安居乐业”的必要因素。南屏人才公寓

的建成将帮助解决园区内各企业工厂人才

落户、住房等难题。

南屏科技园人才公寓



Comprehensive Area Development - Sanxi Sci-Tech Innovation Town
片区综合开发

小镇位于香洲区西北角，作为主城区唯

一可开发成规模连片土地，总规划面积

14.0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7.56平方公

里，2020年规上企业产值180亿元。

目前凤山中学等公服配套项目正在全力

推进中。

三溪科创小镇



Comprehensive Area Development
片区综合开发

沙滩音乐节

项目开发建设已列入香洲区“十四五”

重点工作。开发范围包括银坑半岛至拱北

湾沿线约15平方公里区域，通过景观打

造、交通建设、文旅提升、城市更新“四

位联动”，全力打造为最具景观、最富风

情、最有吸引力的世界级标志性湾带。

情侣路魅力滨海活力带



Comprehensive Area Development
片区综合开发 — 情侣路魅力滨海活力带重点项目

香洲港改造项目总用海面积约17万平方米，岸上配套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香洲港改造二期、综合管理码头、海天公园沙滩修
复、海天驿站景观栈道拟于2021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城市阳台总规划用地面积约35.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8.9
万平方米。目前城市阳台S3杨匏安铜像广场、望海亭及空中栈
道部分已开放，城市阳台S1拟于近期对外开放。

菱角咀隧道总长约960米。目前正在开展隧道主体施工，拟于
2022年实现通车。

腹地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将兴业路以东区域列入城市更新改
造范围，滨海重点项目更新先行先试，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周
边老旧小区、 烂尾楼的持续更新推进，形成更新规模效应。

海天公园沙滩修复工程修复岸线1053米，沙滩宽80米，总投资
1.96亿元，由珠海正方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预计2021年
底建成。

星辰栈道从香洲港码头北堤延伸至海天驿站，总长1188米，宽6-
22米，总投资1.5亿元，由珠海正方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2021年底完成立项批复，2022年动工。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Zhuhai Cultural Arts Center
片区综合开发—情侣路魅力滨海活力带重点项目

     项目选址银坑半岛，与珠海大剧院隔海相望，通过建设文化艺术现代海岸，形成海陆互动的动感旅游内湾，打造

文化新地标。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市图书馆、市文化馆、群艺剧场及融合共建区域四部分，总建筑面积约12.79万平方

米，计容面积约6.3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处于建筑设计方案深化阶段。

珠海市文化艺术中心



Municipal Engineering - Lingjiaozui Tunnel
片区综合开发—情侣路魅力滨海活力带重点项目

     项目北起海滨公园，南至海滨泳场旅游服务咨询中心，线路总长约960米，总投资约1.6亿元。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新增车型双车道隧道、道路南北两侧接线道路、东西向人行步道以及人行过街天桥，是珠海市民生工程之一。

菱角咀隧道



核心业务-城市更新
Urban Renewal Project

已积累更新项目

53个

总土地储备超过

525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

2100亿元

         公司承担主城区城市更新建设重任，目前

在推进项目总规模约75万平方米，涵盖旧工业

区、旧商业区、旧城镇、旧村和烂尾楼盘活等

更新改造范畴。更新业务立足珠海，面向湾

区，现已积累更新项目53个，总土地储备超过

52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100亿元。 



城市更新

项目位于翠香街道辖区，占地面积约45万㎡，权属用地面积

为35.33万㎡，涉及49宗权属用地，2宗未出让用地；现状总建

筑面积约50万㎡，预计更新改造后建筑规模可达 179 万㎡

项目结合产城融合理念，以统一规划的方式进行综合连片改

造，完善功能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打造成为旧工业园区和

旧城镇综合连片升级改造的示范区域。

目前区属行政单位已全部完成搬迁工作，第三行政中心大

楼、工商局大楼正在开展拆除工作；项目首期地块正开展签约

补偿安置工作；民营企业已签约8户；已完成项目（首期）的申

报主体认定、划定项目（首期）更新单元范围及获得项目整体

规划条件的批复。

香洲北工业区更新改造项目



Urban Renewal Project - Xiang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城市更新

      项目位于旅游路东侧、梅华西路北侧，总用地面积约

16.5万㎡，总建筑面积约18.8万㎡（含临建）；园区内以二

手车维修、销售为主，产值低下，园区建筑外观老旧、布局

混乱、道路狭窄，消防安全隐患大，亟待更新改造。

  项目整体规划形成“复合产业活力轴”和“产业升级示

范轴”两大轴线，串联“总部集聚区、综合展示区、主题生

活区和产业服务区”四大片区及多个中心，项目将打造成集

“新型产业、办公、商业、住宅”等功能为一体的“产、

商、城、人”融合生态示范区。

目前已取得项目启动区申报主体资格及项目组织实施单

位，并于7月明确《搬迁安置补偿方案》及《搬迁安置补偿协

议》。现正完善更新单元规划方案，同步开展启动区拆迁补

偿谈判。

香洲科技工业园更新改造项目



Urban Renewal Project - Giant Building
城市更新

项目位于银桦路南侧，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原

建筑功能为办公楼。自1997年2月停工至今，已搁置

“烂尾”24年。

平台公司攻坚克难，仅用时一年半，于2021年5月

25日以4.02亿元挂牌价格拍下珠海巨人大厦在建工程

及土地使用权，标志着巨人大厦将被盘活焕新，迎来

重生。

目前，项目已开展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待启动烂尾

楼程序。

巨人大厦项目



核心业务-代建管理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代建项目

56个
总投资约

100亿

市、区民生项目

15个
市、区重点项目

30个

2021年市挂图作战项目

7个

       公司为珠海市的教育、文化、旅游和卫生

等民生事业建设新高地，有力助推了城市的高

质量发展。截至2021年6月，代建项目共计56

个。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合计42个，项目总投资

约60亿元；企业投资在建项目合计14个，总用

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其中，市、区民生

项目15个，市、区重点项目30个，列入2021年

市挂图作战项目7个。



Municipal Engineering - Xiangshan Lake Park
代建项目

项目位于香洲区健民路东。香山湖公园总占地面积70.1万平方米，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

开发思路，打造成为“可达、可游、可憩”的国际化高水平的低碳城市公园。      

公园整体（一至三期）已于2020年12月建成开放，荣获了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奖、国家城市设计试

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人气之星奖，同时还荣获由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评选的2020年度“民生示范工程”奖。

香山湖公园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Zhuhai Children's Park
代建项目

项目选址凤凰山南麓，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小品、森林驿站、创意馆、游乐设施、地下停车场

等，将打造成集自然生态、科普教育、亲子活动为一体的儿童友好型综合性市级儿童公园。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概念方案深化设计，并同步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珠海市儿童公园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Zhuhai Botanical Garden
代建项目

 项目选址斗门区司马山森林公园东南侧，新青科技园以北，乾务镇以东，井岸镇以西，向南与珠峰大道相连，向西

与机场高速相通。总体规划面积约1360万平方米，启动区面积约81万平方米。项目将建设成为具有城市特色的粤港澳

大湾区植物园，并以此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农旅科技产业发展。

珠海市植物园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Hengqin Central Green Valley
代建项目

 横琴中央绿谷位于横琴、保税、洪湾一体化区域范围，城市新中心核心区南部。东起横琴大桥，西至横琴二桥，北

依规划情侣路，南临马骝洲水道，形成一个连续约6.65公里长、宽度4米至186米宽的开放空间，面积约88万平方米，

是正方布局横琴的重要项目。

横琴中央绿谷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Phoenix Middle School
代建项目

 项目为2017年香洲区十大民生工程之一，用地面积2.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5万平方米。学校已于2020年9

月正式投入使用，新增学位1800个；地下停车场提供1500多个车位，缓解了周边停车难的问题。

凤凰中学



Ag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Xiangzhou District in Zhuhai City
代建项目

 项目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包括2层地下室和1栋7层社区服务中心及17层综合

大楼。项目极大提高了香洲区前山街道办、梅华街道办、吉大街道办和拱北街道办的部分社区、以及港澳居民以及来珠

旅游人士的医疗保障程度和就医条件，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香洲区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中心机制和职能，具有巨大的社

会效益。

香洲区人民医院改扩建（二期）工程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ity Lighting Project
代建项目

    项目将凤凰变电站进出线路（共计220kV线路8

回路、110kV线路11回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从架

空线路改迁为地下敷设电缆通道。包含排管工程、工

井、电缆沟、电缆渡槽、水平定向钻、过路箱涵、顶

管、槽盒、电缆终端场、景观恢复等子工程。

建成后可释放原高压走廊占用土地约65.5万平方

米，有效减轻台风等恶劣天气对电网供电造成的影

响。

目前正在进行各线路电缆化土建工程施工。

凤凰谷项目高压线迁改工程



主要合作伙伴04 MAJOR 
PARTNERS



城市更新合作伙伴
Urban Renewal Partners

•        珠海华发正方城市更新开发有限公司为正方集团与华发集团的合资公司，主要负责凤山工业区项目更新

改造工作。项目现状用地面积约4.5万㎡，打造富有活力、绿色生态、景观宜人的城市商贸综合体。

•        珠海华发正方香洲科技工业园更新有限公司为正方集团与华发集团的合资公司，主要负责香洲科技工业

园项目更新改造工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5万平方米，规划建成集新型产业、产商及住宅配套等功能于一

体的产城融合社区。

•        珠海华发正方拱北口岸城市更新有限公司为正方集团和华发集团的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拱北口岸（南

区）更新改造工作。项目研究范围约6.4万平方米，规划建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于一体的产商融合综合体。



•      正方兴格公司为正方集团和格力集团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10亿，主要负责香洲北工

业区项目更新改造工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1.7万平方米，

规划建成集新型产业、产商及住宅配套等功能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预计2027年完成。

城市更新合作伙伴
Urban Renewal Partners



国企担当05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履行国企担当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作为区属国企，正方城发对云南怒江、阳春文村等地开展对口扶贫，并派1名援藏工作者到林芝开展援藏工作。

      万众同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累计组织近500人次奔赴防疫一线，出色完成支援镇街疫情防控、核酸检

测、香洲区人民医院隔离病房改造等紧急任务，用行动彰显国企担当。

       超强台风“天鸽”“山竹”侵袭珠海期间，城发平台快速反应、倾力投入，累计派近400名员工奋战在抢险救灾

一线，全面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有力维护了灾后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责任担当。



未来，正方城发将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潮，聚焦主业、深耕

珠海，围绕公司体系建设，积极谋篇布局。以珠海城市建设运营为己任，与战略伙伴

同舟共济、深度合作，勇于担当，敢于拼搏，锐意进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

持续奋斗，承担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产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携手社会各界共同成长、

共同创造，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人们的美好生活做出更高品质贡献。



THANK YOU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东1199号泰福国际金融大厦16楼

珠海正方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