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高新区自 1992年创建，2010年

晋升为国家高新区，至今已走过了 28
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济

宁高新区发扬担当负责、干事创业、务实

重干的高新精神，扎实做好中央、山东省

委、济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和济宁高新

区实际的融合文章，以产业为根基、以园

区为阵地，以改革为动力，全面形成高质

量发展态势。

2019 年，是丰收的一年、是振奋的

一年。济宁高新区坚持“存量变革”和

“增量崛起”，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携手并进”，动能转换提

速成势。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济宁高

新区将聚焦增创制度优势、开放优势

和创新优势，在园区各项工作上下真

功、求实效。

全力打造四大产业集聚区
建设现代化产业集群

2019 年以来，济宁高新区高点定

位、谋深谋实，以高质量双招双引为引

擎，明确规划了高端装备、医养健康、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四大主导

产业集聚区，打造千亿级现代化特色产

业集群。2019年1-11月，四大产业营业

收入占济宁市比重分别达到 58%、79%、

17.5%和 57.9%，获批 2018年度五星级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唯

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工程机械产业基地。

2019 年 11 月，山东省 60 家十强产业集

群领军企业名单公布，济宁市 4 家入围

企业均为济宁高新区企业。2020年，济

宁高新区将重点做好项目建设，保证四

大产业有进展、有实效。

在高端装备产业方面，重点培育山

推5G智能工厂、小松发动机过滤及净化

装置等龙头项目，突破重汽集团扩产升

级，提速海尔硬创智能制造产业园、山重

新能源挖掘机、圣地智能电力产业园等

一批项目落地达产，推进中日韩国际合

作项目试验区等项目建设。在医养健康

产业方面，重点启动山东生命健康科技

城，建设生命科学中心二期项目，推动鲁

抗二期、辰欣高端制剂达产见效，启动艾

美科健高端制药工程项目。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方面，建设济宁工业互联网

云平台，重点支持华为大数据中心开展

政务云、企业云服务，推动宏凯智能终端

产业园投产运营，加快众帮来袭项目一

期投产、二期启动，推动西门子数字工厂

等一批智慧场景应用。在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方面，加快推进如意新材料产业城，

启动建设山东省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化生

产基地，推动中科院超高强聚乙烯纤维

新材料等重点项目投产达效，加快纬世

特碳化硅等龙头企业实现量产。

深度赋能济宁创新谷
探索一业一所“四种模式”

建设济宁创新谷是济宁市着眼构建

区域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大举措，也是济宁高新区实施新旧

动能转换、加快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2020年，济宁高新区将着眼于服务济宁

市十强产业，以“济宁创新谷”为总揽，建

设济宁新动能港，重点探索推进四大模

式。

政府主导推动模式发挥政府统筹调

度和资源整合优势，快速实现创新平台

升级和布局导入，加快推进山东省激光

研究所研发中心建设；重点推动济宁产

业研究院实体运作，导入一批专业研究

所，启动建设产业转化基地。公共技术

服务模式主要为产业集群区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转移转化、创业孵化等系统服

务，重点推动国家半导体及显示产品质

检中心等 19 家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功能

扩充、服务深化；加快推进北斗实验室开

放运营、数据共享；加快广电 5G联合创

新研究院提供 5G应用测试环境。龙头

企业带动模式，发挥龙头企业协作引领、

产品辐射、技术溢出等核心作用，带动产

业链整体跃升，重点推动山推协同研究

院、中国重汽汽车研究院、如意新材料研

究院等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带动产业链

企业创新发展。多元主体协同模式主要

是以科学机制推动创新主体有机互动、

资源共享、协同创新，重点强化生命科学

中心赋能效应，推动两家诺贝尔奖科学

家实验室加快先进成果转化；推动山东

大学-鲁抗微生物技术研究院启动联合

科研攻关。

加快迈进蓼河新时代
纵深推进一流生态科技新城

聚焦蓼河新城建设，关键在“以水赋

魂、以绿增彩、以商聚气、以创提能、以产

塑城”。2020 年，济宁高新区坚持宜居

宜业导向，围绕河湖水系、基础设施、特

色品牌、城市配套推出四大举措，全力打

造一流生态科技新城。

济宁高新区全面实现主要水系互连

互通，加快推进鸿雁湖、鸿广河、蓼山湖、

蓼源湿地等支连水系建成通水；2020年

将新增水系27公里，园区88公里主要水

系实现互连互通，基本形成“三河三湖三

湿地、九水通衢耀麒麟”的水系生态景

观。强化重大基础设施支撑，依托济宁

机场、鲁南高铁、济微高速等陆空交通优

势，开拓空港经济区；2020年计划建设 7
座景观桥梁，实施绿化、亮化、美化、景观

化全域“四化”工程，提升城市品质和首

位度。打造特色城市精品小镇，结合驻

地环境治理，建设黄屯云创小镇，实施

“一山一湖一中心”小城镇提升工程；柳

行街道整合汽车服务产业资源，建设汽

车文旅主题小镇等。全方位提升城市配

套，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公共场所

WiFi全覆盖，启动5G商用场景应用。

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济宁高新区在改革上严格按照山东

省委开发区改革要求，保证改革理念高

度契合、改革方向高度一致。2018年 12
月，济宁高新区率先启动体制机制改革，

2019年 5月基本完成第一轮改革。济宁

高新区对照山东省、济宁市开发区改革

的要求，解放思维，加强力度，深化措施，

持续推进改革。一方面，深化“管委+公

司”模式，在片区开发运营、资产运营管

理、产业金融投资等方面保证高新控股

集团发挥支撑性作用；在促进科技成果

产业化方面创新谷发展集团重点集中用

力，做好济宁创新谷的整体运营；招商公

司重点突破市场化招商引资，探索招商

新模式。同时，推行“质量+”模式，建立

完善“亩均效益”评价体系，推行“标准

地”“拿地即开工”等改革举措。另一方

面，逐步精简社会管理职能，持续推进

“瘦身强体”，全力推进流程再造，深化

“区街同权”改革，区、街、村三级为民服

务中心达标率100%；推行“一窗办理、一

次办好”，保证 2020 年 90%以上政务服

务实现“一窗通办”；进一步压缩承担社

会事务的机构，对产业和人才直接配套

的社会服务职能予以优化；对其他社会

管理职能通过移交、代管、划转等方式进

行剥离。

济宁高新区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化推进党建双

基工作。建立党建大数据平台，运用数

字化信息化手段研究分析党建工作。结

合“合村并点”工作，推动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一人兼”。对社会治理网格

进行全面整合，实现“多网融合”、全科网

格员、“一张网管所有事”。坚持“权往基

层放、钱往基层投、人往基层走”，制定乡

镇、村居权责清单，解决村集体经济收入

可持续增长问题。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020 年伊

始，济宁高新区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执行、狠

抓落实，引领示范、走在前列，努力建

设实力更强、质量更高、结构更优、改

革更好、环境更美、民生更暖、社会更稳

的宜居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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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言 张阳

在日前召开的天津高新区第一次党

员代表大会上，天津高新区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单泽峰表示，今后五年，天津高

新区将全力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升级版”，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

和产业强区主导战略，聚力开展“五大行

动”（空间格局优化行动、产业能级提升

行动、新兴动能培育行动、深化改革攻坚

行动、城市品质提升行动），着力推动经

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发展质

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区域综合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形成在全国具有标杆意义的

创新示范，争取纳入科技部建设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序列。

自创区建设迈出新步伐

近年来，天津高新区坚持牢牢把握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职责使命，围绕

加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和“繁荣宜

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奋斗目标，

以新担当铭刻初心，用新作为践行使命，

在打造经济发展“航空母舰”的实践中

“创新引领、重振雄风”，推动自创区建设

迈出新步伐。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19年，天

津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4.3%，营利性服务

业收入增长75%，呈现出“创新驱动态势

强劲，新兴经济持续攀升，投资经济加快

上扬”的显著特点。同时，集聚以中科曙

光、飞腾、麒麟、华为、奇虎 360为代表的

一批行业领军项目，引育了云账户、紫光

云总部、腾讯 IDC 数据中心、立联信中

国工厂、途牛北方研发中心等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初步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为主导，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为重点，以科技服务业为

特色的产业体系。

创新优势得到新巩固。天津高新区

创新指标领跑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数量在天津市占比 1/6，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在天津市占比近 1/4，市级以上研

发机构数量在天津市占比 1/8，上市企

业数量在天津市占比近 1/5，推动科技

创新“质”与“量”双提升。同时，创新生

态不断完善，编制《天津高新区科技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0
年）》，出台支持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

系列政策，组织“银企杯”科技金融服务

比武大赛，推出“银政通”科技金融服务

平台。此外，人才引育成效明显，吸引两

院院士等顶尖人才 40余名，拥有院士专

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近 70 家，着力

打造人才高地。

改革攻坚实现新突破。天津高新区

实施了建区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涉

及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脱胎

换骨改革，在天津市五大开发区中率先

面向全球启动管委会副主任选聘；聚焦

经济发展主责主业，八成以上的部门设

置为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部门，面向国

内外公开选聘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方

面专业人才，大力推进资源配置向一线

倾斜。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拆掉“铁

交椅”，撤掉“铁饭碗”，去除行政事业身

份，实施全员竞争上岗，推动干部“能上

能下”“真上真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推进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建

设，全面承接市级下放权限，落实新一轮

减税降费政策。

产城融合取得新成效。天津高新区

扎实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推出

“五减、四办”改革举措，建成“政务服务

无人超市”，优化代办服务，承接市级下

放 权 限 185 项 ，平 均 办 理 时 限 提 速

80%。同时，深入落实“民营经济十九

条”“津八条”“滨海五十条”和天津高新

区“三个七条”等系列政策，完善区域服

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为企业发展松绑

减负、提供服务。

今后五年聚焦“五大行动”

今后五年，天津高新区将继续坚持

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和“魂”，聚力“五

大行动”，坚持高质量发展，紧紧抓住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重要战略机遇，推动思

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发展再提质、作

风再改进、环境再优化，勇当天津市科技

创新“排头兵”和高质量发展“野战军”。

其中，在聚焦高质量发展，聚力开展

空间格局优化行动方面，天津高新区将

着力构建“一谷四区、特色鲜明、相互支

撑、协调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突出

海洋片区“主战场”地位，大力发展安全

自主可控产业，着力构建“安、芯、智、业”

大安全产业体系，打造建成“中国安信

谷·滨海智核”；突出华苑片区资源优

势，重点发展以“互联网+”服务、科技服

务业、总部商务为核心的新经济服务业，

完善创新创业品牌生态，推动新业态、新

产业、新模式企业聚集升级，打造新经济

活力区；突出渤龙湖片区发展潜力，重点

发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智能制造

产业，集聚高层次产业技术人才与研发

机构，打造高端制造业集聚区；突出京津

合作示范区战略优势，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资源疏解，加快掀起开发建设

热潮，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

在聚焦高端高质，聚力开展产业能

级提升行动方面，未来五年，天津高新区

要通过实施产业集群优化工程，围绕安

全自主可控产业和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新经济服务业，着力构建“1+3”特色产

业体系。高质量打造安全自主可控首位

度产业集群，聚焦安全自主可控产业，重

点发展安全软件与服务、芯片及核心硬

件、智能安全应用和围绕安全自主可控

为核心的创业经济等“安、芯、智、业”大

安全产业体系，构建以军民融合为特色

的千亿级首位度产业集群，全力建设

“中国安信谷”。高质量打造智能制造

产业集群，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达产，提升纯电动

汽车技术水平；依托区内航天院所发

展航天装备产业，强化发展空间飞行

器、航天器推动系统、航空装备制造等

研制。高质量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发展新药

研发、医疗器械、现代中药等领域；支持

高校、药企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探索人工

智能在新药开发、药物评价预测等领域

的前沿应用。高质量打造新经济服务业

集群，引聚“互联网+媒体”“互联网+服

务”和“互联网+动漫游戏”等资源，持续

壮大营利性服务业。

在聚焦创新引领，聚力开展新兴动

能培育行动方面，未来五年，天津高新区

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厚植发

展新优势。构建新经济高成长企业梯

队，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区块

链等前沿科技领域，引进培育一批独角

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打造“京津独角兽

生态圈”。扩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力争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实现倍增。打造科技

型上市企业梯队，出台科创板企业上市

专项政策，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效率。加

快大企业平台化转型，支持区内大企业

全面开放自有研发、技术、市场等优势资

源，打造产业生态圈。

在聚焦赋能增效，聚力开展深化改

革攻坚行动方面，未来五年，天津高新区

要继续坚持刀刃向内，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通过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增强服务发

展的能力。

在聚焦人民至上，聚力开展城市品

质提升行动方面，未来五年，天津高新区

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全面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站在新的起点上，天津高新区将用

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在加

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和“繁荣宜

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实践中，

担当高新责任、展现高新作为、做出高

新贡献，奋力谱写新时代自创区建设新

篇章。

打造四大产业集聚区 建设一流生态科技新城

济宁高新区精描细绘2020年发展蓝图

聚力“五大行动” 天津高新区按下未来五年发展快进键
▶ 本报记者 李争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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