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获悉，临沂高新区近年来抢抓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5G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依托现有磁电产业基础，

超前布局 5G 产业，大力发展 5G 设备用软磁复合材料、

5G用高频元器件及5G工业智能装备等，形成了以5G技

术应用推动磁电产业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5G助力园区磁电产业跨步发展

5G对企业信息化建设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据山东中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程仁彬介

绍，2019年9月7日，该公司5G产线成功调试，自5G技术

应用到设备和系统之后，能够使现场总线控制网络扁平

化，实现了后端信息系统和现场设备之间的端到端的通

信，整厂的生产周期由原来的 60天下降到现在的两周左

右，产品的不合格率由原来的 80ppm 下降到现在的

20ppm，一条生产线的用工人数由原来的 70人下降到现

在的4人。

山东中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临沂高新利用

5G技术应用企业工业生产的缩影。2019年，临沂高新区

提出把磁电产业作为特色产业重点打造，确定了未来的

发展目标：即形成 1 个园区（5G 智慧工厂产业园）、实现

两大突破（5G用软磁复合材料、5G用中高频核心器件）、

三大示范应用（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智慧城市），培育

一批5G产业新业态，最终形成以5G高性能磁性材料、高

频电子元器件、电源板部件最终到电源整机为主链；以高

性能电机、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传感器到基于 5G工业智

能装备为辅链的产业链体系，形成更多的典型场景示范，

带动 5G 产业链与磁电等行业应用协同发展，力争 2022
年园区 5G智能工厂 20座，各智能工厂广泛应用机器人，

各智能设备在各种场景中进行不间断工作以及工作内容

的平滑切换；构建应用 5G全方位信息生态系统，人和物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实现彼此信息共享。

推动5G产业与磁电产业深度融合

有了目标，更需要坚定的举措。

近年来，临沂高新区全面推动5G产业与磁电产业的

深度融合，深度发展5G产业链中的相关产品，加快5G用

磁电材料及器件研发，推动山东精创磁电产业技术研究

院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中国钢研集团、华为技术公司、

中国移动的深度合作，加快软磁复合材料在高频、低矫顽

力上取得突破，提升关键材料保障能力；推动行业上下游

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共建国家级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

台，培育软磁复合材料在 5G基站、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

应用；开展雷达器件、大功率微波管衰减器件、5G高频微

波基板等应用研究；精准引进 5G用稀土永磁材料、电子

元器件及部件研发、生产企业，依据5G设备需求，与园区

内企业形成配套。

与此同时，临沂高新区还不断塑造“5G＋智能制造”

的应用能力,大力推进 5G和磁电产业融合应用；面向下

游行业客户柔性化、差异化定制需求，加快开发 5G应用

场景下满足个性化定制的工业智能装备、软件的开发；重

点发展高性能、高稳定性的5G通信模组、射频器、末端执

行器等关键零部件，培植本地工业智能装备产业的自主

配套能力；加强基于5G技术的人工智能算法及技术的研

发，加速工业智能装备与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模块的结合，

推动工业智能装备的开发与生产。

发展“5G+产业互联网经济”，打造集电商平台、资源

整合平台、双创服务平台、能力协同平台为一体的5G+产

业互联网平台，赋能“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运

营＋信息化软件配套＋供应链金融”等一揽子元素，实现

线上产品交易、5G技术协同、智能制造模式的复制推广；

建立5G产业引导基金，投向5G智慧工厂、智能科技企业

以及 5G 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企业

等。通过“服务赋能+产业资本”双向发力，发展 5G+产

业互联网经济。

建设 5G产业创新平台体系。临沂高新区与中国移

动、华为、中瑞电子进行战略合作，推动5G工业应用联合

创新中心，研发基于 5G、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应

用，深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建立5G应用专业孵化器、

5G众创空间，激发磁电中小微企业在应用场景的创造力，

孵化一批5G产业创新应用、培养一批5G创新人才。

建设 5G磁电智慧共享产业园。临沂高新区联合中

国移动、华为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设 5G磁电智慧

共享产业园，加快园区5G基站的部署，实现园区5G信号

的全覆盖，为 5G智能改造、大量智能工厂的同步协同提

供网络条件；引入5G+大数据分析，为磁电产业提供精准

招商，打造一体化园区智能管理体系、一站式园区公共服

务体系和园区数字化服务体系；全面将5G技术与无线视

频监控、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物流及仓储等嫁接，促

进园区人、财、物等各类数据资源统筹融合。

深入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促发展，5G技术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临沂

高新区充分调动科创积极性，激发科创活力，发挥科创力

量，深入助推全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临沂高新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

建立了合作机制，柔性吸引了一批高端人才来园区开展

创新研究；建立了“线上+线下”人才服务渠道，开展了大

数据人才服务计划，研究设立了境外人才引进联络机构，

广泛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与中国科学院山东综

合技术转化中心深度合作，设立了临沂分中心；探索建立

了“金种子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新技术企业-羚企

业-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贷款服

务体系，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与商业

银行合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缓解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临沂高新区还赴北京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教授进行对接，推动 6家企业与

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开展“创响中国临沂站”活动，

与临沂市科协联合举办了海智项目对接会，邀请了德国、

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18位“海智计划”专家进行项目推

介，并有7个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此外，临沂高新区注重加强协同创新，打破地域限

制，与济南高新区合作设立临沂市第一家省会研发中心，

签约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临沂分园，深化与临

沂大学校城融合，建设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

业孵化、人才培养综合性平台。

科技为梯，登高景好。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

生根，激能放力、搅活春水，临沂高新区将以创建国家级

创新型特色园区为契机，加快国家级高端人才引领型“双

创”特色载体的创建，明晰园区孵化特色，积极推进成立

科技银行，全力助推高新科技城建设。

园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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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兆林 屈扬

本报讯 随着华为、三星、华润、中兴以及腾讯等多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先后宣布加码布局西安高新区，一时

间，西安高新区带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关键词成为各界

关注的焦点。

近日，西安高新区正式提出打造全球知名电子信息

产业创新高地，计划到 2025年，产值超过 4500亿元。放

眼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已遍地开花，除却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成都、郑州、杭州、武汉等新一线城市都在积极布局

电子信息产业。面对诸多城市的强力竞争，西安高新区

打造全球知名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底气何在？何以

应对？

从产值规模看，西安高新区与上述城市确实存在一

定差距，但差距主要在制造业上，其产业基础与科研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经过 28年发展，历经三次创业，西安高新区已经形

成了以半导体、软件信息等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

以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为核心的现代制造业，以

现代金融、文化创意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半导体、

智能终端、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服务等千亿产业集

群已初具规模。

目前，西安高新区聚集了 Intel、三星、IBM、施耐

德、富士通、阿里巴巴、华为等 3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研

发机构，其中华为西安研究所成为华为全球最大的研

究所，随着三星二期项目的启动，西安高新区将变成

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此外，还有中兴、中

软国际、软通动力、海康威视、太极、大华等 46 家中国

软件百强企业，在西安高新区落地发展。近日，华为、三

星、华润等行业龙头企业落地的一批重大项目，均非单一

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一个产业生态，对西安高新区打造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有着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奠定

了西安高新区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此外，西安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还拥有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高的双重优势。时至今日，随着东南沿海地区

用工成本的升高所带来的产业西移，以及内部条件的成

熟，西安高新区发展代工业的机遇已经正式来临。此次

签约落地或启动的项目中，三星二期、华为鲲鹏终端制造

等项目已经开启了西安高新区发展与电子信息产业相关

制造业的新征程。

由此可见，西安高新区提出打造全球知名电子信息

产业创新高地的目标，并非好高骛远，而是基于自身实

力、把握发展机遇，做出的一个大胆可行的规划。

据了解，此次落地西安高新区的这些项目，华为鲲鹏

生态创新中心、鲲鹏硬件制造合作、三星二期，华润集团

润联科技城市副中心、中兴生态链产业园以及腾讯云计

算研发中心等，绝非零敲碎打的招商引资活动，而是西安

高新区经过精心谋划，紧扣发展目标的一次重大布局，上

述项目的落地，应该被视为西安高新区作为电子信息产

业高地崛起的标志。

苏州高新区15个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开工

本报讯 近日，2020 年江苏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现场推

进会在苏州召开，其中苏州高新区开工重大产业项目15个，总

投资近130亿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等。

据了解，苏州高新区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产业项目中，涉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矽兴半导体测试基地项目占地面积 46
亩，建筑面积 2.9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测试集成电

路5亿个，年产值4亿元，利税700万元。先进制造业涉及世嘉

科技陶瓷波导滤波器新建项目、新武精密自动化机台设备及

零部件新建项目、新诚氏通讯电子增资扩建项目、明远汽车氢

氧混合安全气囊配件项目、英威腾华东研发中心、艾柯嘉木结

构建筑项目、纽威流体控制特殊阀新建项目、梅里埃集团生物

医疗产业化基地等 12个产业项目。其中，英威腾华东研发中

心定位为英威腾最大的产业基地及华东中心，承接英威腾主

要规模化产品的生产、华东地区研发和业务中心，集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也是英威腾集团在华东的产业孵化基地，项

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1年12月建成。此外，龙之梦酒店群

及会议中心、狮山商务创新区产业集群项目等2个现代服务业

项目也集中开工。

成都北科细胞库在成都高新区启动

本报讯 近日，成都北科四川省综合细胞库和细胞区域制

备中心(成都北科细胞库)在成都高新区前沿医学中心启动，项

目首期计划每年为 3万名市民提供专业的细胞资源储存服务，

预计年产值将达5亿元，未来业务量将逐步增长，年产值将不低

于10亿元。

据悉，成都北科细胞库位于成都高新区前沿医学中心，是

北科生物国家生物医学大数据产业园的一期工程，面积4500平

方米，总投资将达1.2亿元，是一个整合与人相关的细胞资源的

长期储存、细胞信息以及细胞应用需求侧个体信息数据为一体

的创新公共平台。除细胞产品的储存服务外，该项目团队还提

供生命科学领域上的科研合作、新型细胞制备工艺开发、国际

质量体系搭建、细胞产品CMO、细胞技术支持服务等整套细胞

行业全生态技术服务。

据了解，项目内部设置有细胞存储库、区域综合细胞制备

中心、综合细胞检测平台、生命科学研发实验室及细胞医学抗

衰体验中心等，严格建立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和信息化管理体

系，为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并以此为基础带动生命

科学产业和医疗大健康产业发展。在软件方面，项目团队具有

15年的从业经验和科研数据，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技术、管理和

服务人才;在硬件方面，主要制备区域按照GMP规范的B级洁

净区进行建设，具有专供脐带血处理等符合GMP标准的实验

室;在设备方面，均为国际最好水准，具备血细胞生物学、HLA
配型、遗传学和冷冻生物学相关的专业设备。 吴怡霏

玛氏箭牌全球口香糖与糖果创新中心

在广州高新区动工

本报讯 近日，玛氏箭牌全球口香糖与糖果创新中心在广

州高新区动工。该创新中心位于玛氏箭牌广州永和工厂厂区

内，项目拟投资近 1000万美元，专注于口香糖和糖果的创新研

发及实验工作，并计划联动玛氏箭牌永和工厂，打造集全球创

新与研发、先进化制造与生产、人才培养与培训等多项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型基地。

玛氏箭牌中国研发副总裁 Justin Comes表示，玛氏箭牌全

球口香糖与糖果创新中心是玛氏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四个创

新中心，也是玛氏箭牌继全球巧克力研发中心之后对口香糖和

糖果品类的新投入，意味着玛氏箭牌事业部实现全品类都在中

国有研发有生产。玛氏希望通过对产品和产能的创新，为亿万

中国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创造更多美好与欢笑

瞬间。

据悉，该创新中心大楼工程建筑面积将超过 3800 平方

米。大楼设有两层空间，一楼用作研发车间，二楼用作创新办

公区域使用，预计于 2020年年底竣工。步入运营阶段后，玛氏

箭牌口香糖和糖果品类的中国研发团队将入驻创新中心，密切

参与工厂生产环节，实现在产品、包装、设计、工艺等多领域、全

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整合、先进的供应解决方案。

据了解，玛氏公司是一家拥有超过百年悠久历史的私营家

族企业，年销售额超过 350亿美元，主要生产全球领先的糖果

和宠物产品。总部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麦克利恩。箭牌公司

是 1989年在广州高新区成立的外商企业，是广州高新区产值、

营收及纳税大户。2008 年玛氏集团收购箭牌公司，成立玛氏

箭牌事业部。玛氏箭牌中国总部设在广州高新区。玛氏箭牌

是全球领先的食品制造商，负责巧克力、口香糖、薄荷糖及果味

糖的产销。名下知名品牌包括德芙、M&M's、士力架等。

黄嘉庆 范敏玲

本报讯 从近日召开的自贡高新区 2020 年度工作

会上获悉，2020年，自贡高新区仍将聚焦重大项目建设，

全年计划实施重大项目99个，年度计划投资137.2亿元。

在新的一年，自贡高新区将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建

设、成渝经济区、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内自同城化等中省

重大发展战略，用好用活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和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两块金字招牌，结合“十四五”规

划编制，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进一步加大项目、政策、

资金对上争取力度，力争更多项目纳入中省盘子。

据悉，2020年自贡高新区将重点推动高速列车成套

电加热器等 24个项目开工建设，推进中兴能源全球总部

及研发生产基地等 35个续建项目加快建设，力促联积电

子墨水屏等45个项目竣工投产投用。

在招商引资方面，2020年，自贡高新区将围绕新一代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新经济和总部

经济“四新一总”的招商总定位，继续发挥以商招商、驻点

招商、平台招商优势，强化项目论证，力争引进一批新业

态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持续延链、补链、强链，打

造特色产业集群。

同时，力争新签约1亿元以上重大项目35个，力争综

合保税区新入驻企业 15户。重点对接清华启迪、荣阳实

业等知名企业，力促半导体制造、启迪科技园、高端铝合

金、金刚石纳米涂层等项目落地。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2020年自贡高新区将聚焦壮

大产业规模，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速，大力

培育新兴产业，推进安信睿CPLED特种照明、晶升科技

光学玻璃盖板等 16个新兴项目竣工投产，推动利世华等

7 户企业达产升规，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数

达到 10户以上，实现产值 30亿元以上，力争新兴产业产

值增速20%以上。 刘恪生

5G引爆临沂高新区磁电产业变革

年度计划投资137.2亿元 2020年自贡高新区发力重大项目建设

2025年产值超4500亿元 西安高新区打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