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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八届华东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年

会在威海高新区举行。科技部火炬中心四级职

员段俊虎，威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叶立耘，

威海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孙法春参

加活动。

会上，由威海高新区管委会、中国科学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联合编

写的《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2019）》对外发布，威

海高新区是山东省第一家发布创新指数的高新

区。“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是威海高新区为响应

国家及山东省、威海市新时期战略导向，加快实

现创新发展而构建的，对于威海高新区完善创新

统计体系，掌握创新发展进程，明确发展目标，形

成科学决策，实现“争先进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创新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以“创新经济体”所

表达的创新生态理念为基本理论依据，立足于新

时期高质量发展基本要求以及国家高新区“三次

创业”阶段核心内涵，结合威海高新区发展特色，

形成了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创新驱动力、

产业变革力、开放竞争力、融合发展力、环境营造

力5个一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

“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2019）”以 2015 年为

基期，分别计算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五个分

指数的表现情况，并采用加权方法，合成总指数，

对标东莞、厦门、苏州、合肥、济南、常州、青岛、佛

山、潍坊等高新区，全面、多角度衡量创新发展的

总体趋势。测算结果显示，以 2015年标定 100的

创新指数为基期，2018 年综合指数为 182.7，比

2017 年 增 加 21.4，增 长 率 为 13.3% ；2017 年 为

161.3，较 2016 年增长 38%；2016 年为 115.1，比

2015年增长15.1%。

2015-2018年，威海高新区创新总指数呈现持

续增长的趋势，表明威海高新区在响应时代变革，增

强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参与国际竞

争，促进产城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创新驱动力、产业变革力、开放竞争力、融

合发展力、环境营造力5个分指数来看，开放竞争

力指数增长幅度最大。4 年间，从 100 的指数提

升到 249.1，对总指数贡献最大，反映威海高新区

在集聚和配置全球资源、开展国际竞争合作方面

表现较好。创新驱动力指数和产业变革力指数

增长幅度也较大，从 100 增长到 170.2，表明园区

在培育创新创业生态和发展创新经济，提升产业

规模和效率等方面推进较快。融合发展力指数

增幅明显，从 100 提升至 186.4，反映园区在“两

化”融合、军民融合等方面表现较好。

此外，2015-2018年，威海高新区各类研发机

构当量数逐年增加，2018 年小幅增长，2017 年大

幅增长 26 家。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逐年攀升，

2016年增速为 0.3%，2017年增速为 8.6%，2018年

增速为 17.7%。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平均增长率

为 18%左右，2018 年增速达到 24.0%。2018 年园

区各类孵化机构在孵企业数为 620家，比 2017年

增加188家，增幅高达43.5%。

产业发展稳步向好
经济质量不断提升

龙头企业、高新企业不断汇集。2018 年，威

海高新区龙头企业数为12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47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5-2018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逐年增加，2018 年为 531.3
亿元，比 2017年增加 73.3亿元，增幅为 16.0%，园

区企业在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

究上的引领带动能力较强。高技术产业收入占

营业收入比例逐年上升，从2015年的48.93%增加

到2018年的63.12%，企业营业收入中高技术产品

的比重在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升。

经济效益不断提升。2018年，威海高新区的

工业增加值率为 25.59%，2017 年为 24.07%，比

2015年和 2016年高出近 2个百分点。2015-2017
年，威海高新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逐年增加，

分别为8.46%、8.97%、9.33%。

两大产业集群快速发展。2018年，医疗器械

及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为 546.6 亿元，比上一

年增加 84.6亿元，增长率为 18.3%；2017 年为 462
亿元，比2016年增加117.7亿元，增长率为25.5%，

园区的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已成为有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如，威高集团

近年来坚持以技术创新调整产品结构，大力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2019年名列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

500强第 94位。2018年，电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产

业的营业收入为 204.7 亿元，2017 年为 214.2 亿

元，比2016年高出40.7亿元，同比增长19.0%。在

工业倍增“563”战略的总体思路下，在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信息与智能装备发展研究院等高端创

新平台的支持下，以电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产业园

为核心载体，威海高新区电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产

业得以快速发展。

强化开放合作
国际资源配置能力提升

国际创新资源不断集聚。2015-2018 年，威

海高新区外资研发机构逐年增加，截至2018年已

集聚19家；2015年威海高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数额仅仅有 2.6亿元，2016年在 2015年的基础上

大幅增加 15.1亿元至 17.7亿元，2017年为 19.3亿

元。一系列数据表明威海高新区对外合作日趋

活跃，引进外资水平逐步上升。

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近年来，威海高新

区经济的全球拓展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

业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2018 年

园区出口增长至344.7亿元。2015-2018年，威海

高新区设有境外分支机构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

比例稳步上升，从 2015年的 2.87%上升至 2018年

的 8.82%，越来越多的园区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整合国际资本、国际人才以拓展国际市

场。

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能力逐渐增强。

威海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申请国际专利和国际

商标，近两年PCT专利申请数增幅较大，2017年比

2016年的9件大幅增长7倍。2015-2018年，威海

高新区拥有海外注册商标数呈现上升趋势，2018年

大幅增长78.1%至668件。持续增长的数据表明，

威海高新区企业的专利布局全球化步伐在加快，不

断积累未来竞争优势。

深入推进融合发展
区域带动作用明显

校企地合作持续深化。近四年，威海高新

区 吸 纳 高 校 应 届 毕 业 生 的 人 数 平 均 保 持 在

3300 人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就业人

员的比例保持在年均 23%，劳动力结构、人才队

伍素质在不断优化。

“两化”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威海高新区

上云企业数量逐年增加，从 2015 年的 63 家上

升到 2018 年的 108 家，上涨了近 1 倍，表明园区

积极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企业逐渐

增多。“两化”融合贯标企业数增幅明显，到

2018 年达到 8 家，未来需要持续推动两化融合

管理标准推广应用。

军民融合不断推进。近年来，威海高新区涉

及军民融合企业数量逐年增加，从 2015 年的 24
家增长到 2018 年的 35 家。园区推动军民融合，

尤其是“民参军”方面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释放发展新动能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威海高新区内金融

服务机构数逐年上升，平均每年增加 3-4 家，

从 2015 年的 61 家增长至 2018 年的 71 家；国家

级产业服务机构数保持稳定在 11 家。园区金

融服务、产业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能较好地满

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宜居宜业氛围浓厚。威海高新区企业从

业人员工资性收入逐年增加，从 2015 年的 7.3
万元增至 2018 年的 10.0 万元。园区各类小学

和二级以上医院数量保持在 23 家左右，配套服

务的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为吸引人才和企业入

驻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

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刘会武表示，作为

山东省第一家发布创新指数的高新区，“威海高

新区创新指数”的发布对全国推动用定量的、数

据化的手段去反映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示

范性意义。“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2019）”具有两

个亮点，一是反映出威海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增

长态势比较好，四年间每年 20%多的增长，比国

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高三倍；二是威海高新区

对外出口和竞争能力不断显现，2018 年威海高

新区创新指数的对外合作、对外竞争是 2015 年

的 2.5 倍，反映出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形势下，威

海高新区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能力和动力。

本报讯 （邱垚 记者 刘琴） 为促进江西航空产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加速实现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航空产业

大起来、航空研发强起来、江西飞机飞起来、航空小镇兴起

来、航空市场旺起来”的“航空梦”，2019 南昌飞行大会将于

11 月 2-3 日在南昌航空城瑶湖机场举行。

2019 南昌飞行大会由南昌市政府主办，南昌高新区管委

会和中航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主题为“江西飞机飞起

来”，将由开幕式、飞行表演、航空发展峰会、航空飞行器静态

展示以及无人机表演等五大部分组成。

开幕式上将举行江西退役飞行员复训基地授牌仪式以

及航空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

三场航空产业发展论坛，分别为国产民机创新发展暨南昌航

空产业推介会、飞机客改货及民航飞机新技术应用论坛、国

产小型航空发动机发展与应用论坛暨 ZF850 发动机交付仪

式。

举办 2019 南昌飞行大会，不仅是展示南昌形象、促进通

航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更为通航制造商、运营商、服务商、

飞行器的拥有者、驾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展示、

交流、体验平台。

南昌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陈艳表示，如今，在全国航空

产业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态势中，南昌高新区以建设南昌航

空城为抓手，抢抓历史机遇，立志在中国航空产业的版图上

续写江西制造新的荣光。期待能够借助 2019 南昌飞行大

会，充分展示江西航空产业优势资源和良好基础，营造航空

产业快速发展的浓厚氛围，吸引国内外一流航空企业落户，

广大航空企业家、研发机构来南昌高新区投资兴业，搭乘千

亿“航空梦”的春风，共同开创江西航空制造新的辉煌。

据悉，南昌航空工业城位于南昌东郊、瑶湖之畔，是对标

美国西雅图、法国图卢兹打造的中国重要航空科研基地，总

占地面积 50 平方公里，总投资 300 亿元。目前，南昌航空城

已落户项目 27 个，在谈重点项目 30 多个，建成项目 16 个，在

建项目 11 个，完成总投资约 170 亿元。尤其是以中国商飞、

中国兵器集团、昌飞、冠一通飞、602 所、航天科技、航天科

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研究院、南昌航空大学等多家龙

头企业和重点研发机构的落户，让南昌航空产业集聚效应加

速凸显，园区产业竞争力和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讯 日前，中国通讯服务智慧旅游南方研究院、中国

通讯服务智慧安防南方研究院在桂林高新区湖塘总部经济园

揭牌成立。有了国内最大的电信基建服务集团的前沿技术支

持，未来桂林以及桂林高新区不仅有“甲天下”的“高颜值”，更

将是一个智慧型平安城市和智慧旅游城市。

中国通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信支撑一体

化服务提供商，拥有中国通信行业所有的最高等级资质，也是

我国通信行业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生产性服务类企业。该公

司是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合三大电信运营商控股，为

通信运营商、媒体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专用通信网及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网络建设、外包服务、内容应用及其他服

务，已为全国超过 100个城市做了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和实施，

自主研发了 20 多个智慧产品，涵盖了党政军、金融、水利、建

筑、交通等多个行业。该公司将会充分利用其在智慧园区、智

慧旅游解决方案上丰富的案例实践，结合桂林丰富的世界级旅

游资源，将科技与文化相结合，共同打造智慧旅游的新标杆，输

出国家标准，助力旅游产业升级，服务美好生活。

中国通讯服务智慧安防南方研究院将与桂林市政府共同

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共建省级创新平台、共同申报与承接国家

级及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共同申报与建设广西公共安全技术工

程研究、共同开展与培养桂林本地技术人才并展开安防领域新

商业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通讯服务智慧旅游南方研究院

则将利用自身在智慧旅游和智慧园区方面的智慧成果，助力桂

林旅游综合信息云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得旅游景区更智能

化、便利化、信息精确化。同时，结合地方的文化，创新“文化+
旅游”的运营模式，并与本地高校合作，为高校提供实地场景和

人才培养，共同研发“内容+体验”的创新运营方式，让智慧、智

能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王亚东

本报讯 （记者 叶伟） 近日，2019 年

重庆高新区生物医药项目集中签约暨科学

城产业创新（金凤）园开工活动在重庆高新

区举行。活动现场，重庆高新区与 14 个生

物医药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242 亿元，所

有项目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 700 亿元。

此次项目集中签约引进，将为重庆高新区

打造具有全国标识度和影响力的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奠定基础。

据介绍，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涵盖新

药研发及产业化、创新孵化、疫苗研发及生

产、大分子药物研究、职业学院及三甲医院

建设等领域，包括 MAH 项目集群、植恩韩

国 BINEX 公司合作项目、亦度疫苗研发中

心及产业化基地项目、重庆高新生物医药

技术研究院项目、重庆高新区大分子药物

研究院项目、陕西岚林医疗管理集团制药基地和医疗配

送园项目、陕西岚林医疗管理集团德尚医院、招银社保股

权投资基金二期项目等 14个项目，合同协议投资额 242
亿元。未来，重庆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有望突破千

亿级。

其中，植恩韩国BINEX公司合作项目中，重庆植恩

药业有限公司与韩国百纳科思（BINEX）公司计划在重

庆高新区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生物药研发生产平台，引进

国际级的合同开发制造组织技术团队，建设生物医药产

业化平台，为重庆市及高新区培养专业生物医药人才提

供强大支撑。重庆高新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项目将联动

多方资源，在重庆高新区打造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资源

集聚地，建设生物医药产业高新技术培训中心，打造生物

医药中试规模研发生产平台。

与此同时，重庆科学城产业创新（金凤）园也启动建

设。重庆科学城产业创新（金凤）园地处重庆高新区金凤

核心区，位于寨山坪西侧，主要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高技术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该项目规划

用地面积约 300亩，分两期建设，重点打造集科学研究、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为一体的新型

孵化平台和创新基地。

此次集中签约 14个生物医药项目背后，体现了重庆

高新区未来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的决心。

据介绍，重庆高新区作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拥有医

学高校和医院资源，现有各类生物医药企业涉及医疗器

械、大分子药物、细胞免疫治疗、基因检测等细分领域，此

前已引入赛诺药业、植恩药业产业基地、中国中药、重医

生命科技产业园等 20个重点项目。重庆高新区以此次

签约为契机，计划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将以医工交叉为切

入点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与精准治疗，积极培育生物制药

细分领域，加快提升医药产业发展质量，聚集产业、技术、

人才和资本，成立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建设精准生物医

药、大分子药物、体外诊断试剂（IVD）三大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重庆高新区将整

合现有生物医药资源，利用山水生态本底，围绕医疗器

械、生物制药领域，建设生命科学研发基地，探索精准检

测、精准医疗等前沿生命科学领域，成为全国前列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区和生命科学产业高地。

242亿元！重庆高新区集中签约14个生物医药项目

桂林高新区揭牌成立两大智慧研究院

2019南昌飞行大会将于11月初举行

山东省第一家！威海高新区创新指数（2019）发布
开放竞争力指数增长幅度最大 创新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 张丽华 宋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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