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王新明
! 编辑：于大勇（!"!）#$##%&## 转 ''" ()*+,-：./012345676&89: !组版：

!

园区巡礼

三十载风雨兼程 忆初心再谱华章

宜昌高新区构筑区域创新强磁场
" 李鹏飞 宋志豪 陈晓君 本报记者 于大勇
#) 多天抵达上海中转!再到德国需要 # 个月!算上清
关时间!真正漂洋过海落地耗时至少 ' 个月' $柏斯音
乐集团外贸部负责人介绍! .在钢琴销售旺季!时间就

!" 年前!宜昌高新区呱呱坠地!一路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 年来!
宜昌高新区抢抓机遇进位争先!从#自费$开发区白手起家!不断实现跨
越发展!并摘得了 # 个国家级招牌% 如今!宜昌高新区高擎高质量发展
大旗!以艰苦奋斗再创业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大
道上阔步向前"

是金钱!越早到货!越能留住客户' $
快人一步的背后!是这片土地因为.融合$二字带
来的奇妙反应'
.在这里!宜昌高新区,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宜昌
经济技术开发区0三区叠加1!不仅仅是0物理1的融合!
看不见的背后! 还有这种融合带来的种种 0化学1反
应' $宜昌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宜昌高新区)经开区,自

国内最大的麻醉药品生产企业人福药业! 将具

区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年! 宜昌

贸片区*管委会主任汪元程说'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麻醉药品""
"枸橼酸芬太尼注射
液技术!转让给印尼企业!实现我国麻醉药品技术出口

高 新 区 成 立 %'-#- 年 #' 月 !宜 昌 高 新 区 晋 升 .国
家 队 $%'-#" 年 + 月 !中 国 )湖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区正式挂牌成立' 不以.前台面积$论大小!只向.改革

#零$的突破%

宜昌片区挂牌成立-

掀起#厨房革命$的安琪酵母!营收近 !" 亿元晋
升亚洲第一&全球第三!让宜昌智造在世界#发酵$%

')#" 年 + 月!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宜昌片
后台$拓空间' 经过 # 年多的细细经营!宜昌高新区聚

*- 年砥砺奋进!宜昌高新区摘得了 " 个国家级招

焦企业痛点,堵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企业的

牌/国家高新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区,

改革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世界上每 " 台钢琴!就有 # 台产自宜昌' 柏斯音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军民融合*,国家中西部加

据了解!宜昌自贸片区在湖北省率先推行.'" 证

乐集团以年产 " 万台的产量跃升为全球钢琴制造前

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国

合一$和实现.+* 证联办$!率先推行企业注册经营场

三强((

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湖北

在宜昌国家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简 称 宜 昌
高新区*!围绕高质量发展 !一 幕 幕 精 彩 跨 越 的 故
事层出不穷'

所信息申报制!率先落地集群注册改革!首创.集成服

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目前!宜昌高新区已培育了一批在国际国内产业

产能!目前三川德青公司泥水盾构泥浆处理系统广泛

务模式$!以企业和群众办成事为中心!梳理办事流程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全球最大金刚石锯片

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单项冠军!拥有 ! 个.全球第

运用于武汉穿江隧道,兰州地铁穿越黄河等一批国家

涉及所有审批服务事项!提供一条龙服务!让办事.一

基体生产出口企业黑旋风锯业,以年产 " 万台的产量

一$,+ 个.亚洲第一$,* 个.全国第一$- 由企业和研究

重点工程项目!每年可为公司创收近亿元'

目了然!一窗受理,一套流程办到底$'

跃升为全球钢琴制造前三强的柏斯音乐集团,亚洲最

所起草修订的各种国家技术标准,行业规范达 (- 项!

大的活性干酵母研发生产企业安琪酵母等.行业冠军$

转化科技成果 #--- 多项-

相继.落户$((宜昌高新区以.高$.新$之名!构筑起

发力军民融合!
"老三线$变前进"生力军$

区域创新的强磁场!多产业呈集群式发展之势宜昌高新区!作为创新引领,跨越发展的宜昌经
济建设的主战场!正沿着长江两岸全线展开-

人福药业实现我国首次麻醉药品技术出口

#$%% 年!一群创业者们靠 ! 万元起家!创建了湖
+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省第一个自费开发区++

垒高地' $汪元程汪介绍!截至目前!宜昌自贸片区形成
制度创新成果 %* 项!其中 #) 项属全国首创'

备!对现有设施,工艺等进行改造提升!产业链向下游
升'

机制体制不断创新的故事! 在宜昌自贸片区

'",$"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接连上演'
着眼简政放权!放在.准$上!从.浅$走向.深$' 当

为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今年宜昌高新区在原

企业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根据不同钻井废弃物或尾矿

有的4工业技改扶持办法5基础上!重新拟定出台了4关

分离$改革试点!组织市直各相关部门制定备案管理办

渣的成分和特点!配比生产不同的土壤修复剂-经处理

于支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若干意见5!安排不低

法,承诺实施办法!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

前!宜昌自贸片区着手在.准营$上谋实措!推行.证照

在宜昌高新人看来! 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后的油泥或尾矿渣!可用作农业用土,园林种植用土,

于 *---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资'

推进监管创新!管在.后$头!将.多$化作.少$'

荒山恢复用土等!对于资源回收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对于生产型设备投资在 !--- 万元以上的重大技术改

')#" 年以来!宜昌自贸片区在全国首开先河!争取湖

新发展重担的具体体现- 基于此!宜昌高新区从政策,

具有重大意义-

造项目!宜昌高新区还采取直接提请.一事一议$的方

北省政府授权!由综合执法局承担相关市直部门和县

式给予精准扶持'

市区 #$ 个方面行政处罚权! 解决功能区执法主体资

.这一重大突破!离不开企业的坚持改革创新,军

体!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以金融机构为支撑!以科

民融合,拓宽市场-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拥有军工企业

技服务机构为纽带的.政产学研资$协作体系日趋完

身份的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迎来了新的机

善!并形成了独特的创新驱动模式-

遇期-

近年来!宜昌高新区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

.三线建设$时期!宜昌高新区东山园区曾是国家

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战略联盟,产学研基地!开展关键

在宜重点建设的国防军工大型项目承接地- 随着时代

技术研发!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目前!园区 '.*

变迁!原来的经济.发动机$逐渐退居二线-

以上企业与国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
作!并推动人福药业,长机科技,三川德青等企业实现

欲求新!则求变- 随着.军转民$.民参军$不断提
速!.老三线$蝶变为前进.生力军$-

格缺失和多头执法等问题!着力将.多$化作.少$'

筑双创苗圃!
为项目成长"添养料$

首推容缺容错机制!看在.心$里!把.严$化作
.宽$' 针对非主观故意造成的非重特大税收错报,漏报
问题!宜昌自贸片区不断探索审慎监管!在全国首推涉

在以.高$.新$冠名的宜昌高新区!.双创$二字贯

税执法容缺容错机制!从宽处理甚至免于处罚' 截至

彻始终' 为创业筑.苗圃$!为创新添养分!好故事正在

')#" 年年底!通过审慎监管!共为企业降低负担 $'*

不断上演'

万元'

一年前!.城市定向赛$还是宜昌市民眼中的新鲜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宜昌

科技成果转化近 *- 多项- 负责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

在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同样拥有军工企业身

事' 一年间!这一时尚的竞技运动已带领参赛者.逛$遍

高新区在湖北省首推 .标准地$ 出让,.投资项目承诺

心宜昌分中心运营的湖北君诚公司也荣获科技部.中

份的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加速建设华强

宜昌城区的主要商圈!以独特的方式展示着城市的魅

制$改革!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成交湖北省首宗.标

国技术市场金桥奖$-

科技产业园-

力' 而将.城市定向赛$引入宜昌的是一群.$! 后$年轻

准地$! 项目开工许可时间由 !" 个工作日压缩到 '#

人!在位于清华科技园的启迪之星)宜昌*基地!他们拥

个工作日%在湖北省首开 '+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先河!

有属于自己的宜昌小马的天科技有限公司'

实现 '+ 小时服务不打烊%在湖北省率先探索的.一窗

与此同时!宜昌高新区相继出台.黄金十条$.双创

.我们要打造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园!制造

六条$!通过政策激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引导企业在

水平保持在工业0*&-01的水平上!*) 年不落后- $该企

调优结构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业负责人介绍!新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将跻身国际前

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高新技术产品达 #!% 个!国

!" 年拓荒逐梦!
从自费办园区到挺进"国家队#

高峰' 黑旋风锯业,华强科技,南玻显示器件公司等一
批企业加快技改步伐!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是园区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园区能否担负起区域创

截至目前!园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 家!占规模

微特电子为重大项目保驾护航

以问题导向着眼!宜昌自贸片区向改革要红利!以制度

废弃物,矿山尾矿渣无害化处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

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革新!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

黑旋风智能化车间

.企业是自贸片区的绝对主角!从企业需求出发,

统装备制造业企业也相继乘上技改东风!勇攀发展新

拓展,产品向高端迈进!经济效益和企业竞争力不断提
前不久!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在钻井

"种下$创新因子!
科技领跑为腾飞蓄力

随着时代发展! 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不断升级!传

列湖北中南鹏力海洋探测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则把

从最初的.赔本赚吆喝$!到今年营业额有望突破

通办$改革,集成服务政务服务模式,建设项目环境影

'-- 万元! 宜昌小马的天科技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离

响评价负面清单加豁免清单管理制度,外国人申请签

不开启迪之星)宜昌*基地的大力支持' 遵循.孵化服

证免护照留存政策,.多评合一3区域综合评估$改革等
制度创新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际国内产业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 +* 家% 省级以

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洋空间!通过手机终端软件!将目

务3创业培训3天使投资3开放平台$四位一体的孵化模

上工程)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和产学研基地达

前建设的监测站点数据经过分析处理后形成.海洋大

式!启迪之星)宜昌*基地正式运营以来!利用自身的强

一系列优惠政策,服务措施叠加!吸引了众多企

$' 个!约占宜昌 '.*-

数据$!为沿海渔民,海上作业人员实时提供海洋环境

大网络优势!对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优质资源!组织

业纷纷落户' 截至今年 $ 月底!已有 *$!# 家新设立企

信息- 该企业生产的海洋环境监测雷达车国际领先!

开展线上线下孵化投资及孵化服务活动!大力扶持区

业在宜昌自贸片区安营扎寨!为宜昌高新区)自贸片

.宜昌智造$再一次站在了行业制高点-

域初创企业发展!也成为宜昌高新区大力构筑双创苗

区*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竞争国际%话语权$!
"宜昌标准$走向世界

这一把把稳坐国际市场的椅子!是宜昌高新区军
民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圃的缩影'

汪元程表示!.下一阶段!我们将立足宜昌实际!找

目前! 宜昌高新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准片区定位!放大自贸效应!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着

风驰电掣的高铁,茫茫大海上的采油平台,孟加

日前!宜昌高新区已成功获批创建国家军民融合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家,纳入科技部备案的众创

力推动绿色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陆开

万事开头难' 彼时!宜昌开发区规划面积 ##&' 平

拉国最大基建项目.梦想之桥$((在一个个.巨无霸$

产业示范基地- 根据规划! 将以推动 .军转民$.民参

空间 ! 家, 省级众创空间 " 家' 在孵企业数量也从

放发展新高地' $

方公里!起步区 '&#( 平方公里!区内遍布丘陵山岗!环

建设中!为起重机安装保护装置提供安全保护系统的!

军$,军民资源共享,军民协同创新为重点!培育特色产

境恶劣' 同时!由于是自费开发区!面临着严重的资金

正式来自宜昌高新区的微特电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业集群,壮大市场主体,搭建支撑平台!在更大范围,更

')#( 年的 $!# 家增长到 #'!# 家%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达到 !** 件!各级科技项目立项 #(( 项!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 件'

拥有不同的样子'

短缺)! 万元开办费和 !) 万元启动资金*'

据了解!通过 #( 年自主研发!微特电子取得 ##-

有志事易!无志事难' 知难不畏!绝壁可攀' 宜昌

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起草 + 项起重机械标准化技

开发区创业者们在拓荒逐梦精神的感召下!在宜昌市

术国家标准!成为当之无愧的.起重安全保护专家$!在

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凭着一腔热血!在贫瘠的山包上

本行业中.话语权$十足- 未来!微特电子将瞄准起重机

精心耕耘' 同时!采取多渠道融资!开发性征地,兴建新

物联网领域!在起重机大数据管理,全寿命过程监测服

村点等办法! 调动多方积极性!* 年筹措资金逾 '$+"

务,智能化吊装生态系统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客户

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基础设施等建设总投

提供更具价值的技术和服务!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起重

入达 #,#$ 亿元- 为园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

安全管理领域的领导者-

也将奋斗不息的精神代代传承-

向国际标准学习!在标准制定中发声- 在宜昌高

高层次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园区加快建设全国一流
高新区提供有力支撑-

"基因重构$唤春归!
传统产业挺进中高端

打通道!优服务!改革的红利让这片土地每天都
新时代!新使命' 对于如何落实贯彻党的十九大

数量增长的背后! 双创平台的定义也从原来的

报告提出的.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宜昌高新

.一张办公桌$!延伸成.全链条式创业,孵化,成长服务

区深感使命重大!责任在肩' 每一步!都需精心布局,运

体系$'

筹帷幄' 每一步!都需谋定后动,蹄疾步稳' 每一步!都

今年!宜昌高新区编制实施了孵化器服务体系建

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三十而立'如今的宜昌高新区!

设三年行动计划'根据规划!宜昌高新区以建设宜昌创

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带一

一阵阵引擎声铿锵有力!一台大型机械正将水底

新创业核心区为目标!按照园区产业基础及发展定位!

路$,长江经济带,国家高新区,自贸区建设等四大国家

的淤泥绞吸上来!输入管道沉淀脱水- 不一会儿!便流

推动.一区四园$孵化器项目布点全覆盖!重点规划布

级战略在这里叠加!宜昌高新人深知/惟有继续坚持

出了汩汩清水!淤泥被现场干化处理!用于路基填料,

局 # 到 ' 个集总部研发,人才服务,金融服务,多元孵

.高质量!新发展$!才能在奋进中实现新腾飞!开启蓬

工程回填土22这是三川德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最

化为载体的众创聚集区或众创社区! 力争到 ')') 年

勃发展的新春天'

新研发的一体化生态清淤机的施工场景' 而该设备也

末!园区孵化器类项目规划建设面积

齿机,铣齿机研制基地!主持及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为三川德青公司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达到 ')) 万平方米以上!产业培育孵

昌开发区!下设东山园区和?亭园区!并率先在湖北省

'* 项!其起草的小模数插齿机的行业标准已于今年 #月 # 日正式发布实施-

国内惟一与泥水平衡盾构机配套的泥浆处理设备!被

创立了跨行政区域的.一区多园$管理体制- * 年后!在
湖北省政府的支持下!宜昌开发区在枝江市白洋镇设

据了解!该企业拳头产品高精度小模数数控插齿

用户称誉为.泥水处理专家$' 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

机!最小加工模数可达到 -&#! 毫米!精度 ! 级!达到国

化!系统设备占地面积大,运行费用较高等缺陷日渐凸

立白洋工业园区!重点发展重工业,化工产业!版图进

际先进水平-这些高精度,小模数齿轮已广泛应用于智

显!难以满足客户需求'

一步拓展-

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项目- 目前!该产品已接

智者随事而制- '--+ 年 " 月!为突破传统开发区
发展模式限制!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发挥宜昌开发区

新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宜昌市委&市政府
对宜昌开发区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组建了新的宜

体制一变天地宽- 自此!宜昌开发区走上了发展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亚洲最大的插

到订单 *- 多个!合同金额达 '--- 多万元-

在以前!三川德青公司 12 系列泥浆净化器曾是

如何突破传统!赢回市场3 唯有技术革新以破之'

化引爆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
只向"改革后台$拓空间
一架钢琴的声音能够传多远3

三川德青公司与中国地质大学,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

今年 # 月初!首趟宜汉欧班列运

在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变的当下!抓质量

研究所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校所开展科研项目合作!投

载 !) 台宜昌造钢琴从宜昌东站发

家生物产业基地宜昌生物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相

必须牵住标准这个.牛鼻子$- 基于这样的认识!宜昌高

资 %-- 多万元对原泥浆净化单机系统设备进行技术

出!长途跋涉 #,* 万公里!历时 #$ 天!

继.加盟$!宜昌开发区综合实力跃居湖北省同类开发

新区持续加大政策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在调优结构中

改造!并先后引进先进数控加工中心,自动焊接机器人

抵达终点德国汉堡' 如今!世界上每 "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激励企业自主创新!逐步争夺国际

替代人工焊接!通过数控编程!确保关键零部件质量的

台钢琴中!就有 # 台产自宜昌'

竞争.话语权$-

提高和稳定性加强'新技术,新设备极大地释放了企业

.快车道$/在湖北省首建湖北深圳工业园!伴随武汉国

区前列明者因时而变-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宜昌开发

.以前!钢琴通过江海联运!需要

东山创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