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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从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

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推进产业

迈向中高端、加大开放创新力度、营造

高质量发展环境、加强分类指导和组织

管理等六个方面提出了 18条具体的举

措，对新时代国家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进行了全面部署。

“《意见》的最大亮点，应该是国家

对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

和新的定位，国家高新区要建设成为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7 月 23 日，科技部副部长徐南

平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表示，这个新的定位内涵非常

丰富，意义非常重大，实际上就是未来

国家高新区发展的总目标：承担起为国

家创新发展探路、高质量发展探路的重

大责任。

两大定位
衡量高新区发展标准

“今后高新区发展得好不好，就是

两个指标，创新驱动是否能够做示范，

一个地区的高新区是不是在创新驱动

发展上做得最好，能够有别人学习的经

验和模式。在高质量发展上，是不是走

在前列，这是判断高新区做得好与不好

的一个根本性的指标。”徐南平说。

“《意见》的具体举措都是围绕这两

处定位制定的。”徐南平表示，一是突出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过去，高新区主

要是产业集聚，现在如果科教资源不能

充分集中，就不能成为高新区，就是当

地高校和科教资源必须向高新区集聚，

二是突出科技型企业培育。高新

区要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型

中小企业作为重点任务，高新区一定要

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栖息地。

三是突出产业迈向中高端。这是

我国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产业

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任务。其标志是能

否培育出世界级的创新产业集群，这是

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

四是突出改革开放创新。高新区

30多年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创新”

六个字综合的结果。未来，高新区的发

展一定还要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

“六字真经”。“坚持好的目的，就是要营

造一个最优的营商环境，这个环境是市

场化、法治化，同时也是国际化的。这

就是对高新区的明确要求。”徐南平说。

五是突出绿色发展，这是“五位一体”

的本质要求。高新区发展必须是高质量

发展，标准和底线就一定是绿色发展。

六是突出分类管理。因为不同区

域都要建高新区，指标不能都一样，有

世界园区还有特色园区，同时还要有进

有出。

三十年打下“三个高地”

“30 多年来，国家高新区一直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坚持科技

创新和体制创新双轮驱动，坚持推进科

技与经济结合，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

很大成绩。”徐南平表示，从经济角度来

说，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新的增长点。2019年，国家

高新区GDP占全国GDP的12.3%，税收

大概 11.8%，成为我国整体经济的一个

很重要的战略支撑。

“国家高新区在体制机制上的探索

实际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走出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道

路。”徐南平说，过去一个个城郊结合

部、荒草地，经过30多年发展，现在都变

成了一座座科技新城。

“‘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

这3个关键词可以体现国家高新区在国

家发展的地位。”徐南平表示。

作为创新高地，从创新投资来看，

2019 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支出为

8259 亿元，占全国企业研发总投入的

50%。从创新产出来说，2019年国家高新

区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占全国的 37.5%。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 44.7%。

每万人从业人员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388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3倍。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弘扬创

新创业文化，促进双创文化交流。7月

23日，第二届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赛启

动仪式在清远高新区举行。

此次大赛是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科

技日报社、国家高新区融媒体建设联盟

指导下，由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社、

腾讯视频、北京市文化中心基金联合主

办，清远高新区管委会、清远广播电视

台等单位承办。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形势下，

第二届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赛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启动，并通过大赛官

网、腾讯视频、中国高新网等平台进行

网络直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体

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科技部火

炬中心主任贾敬敦，广东省科技厅二级

巡视员杨佩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社社长闫耀民，清远市副市长李丰，清

远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

岐贤，科技部火炬中心宣传与培训处处

长李楠林，国家高新区融媒体建设联盟

秘书长、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社副社

长霍立峰，腾讯视频总编辑杨健，北京

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肖蔚然，中央美术学

院设计学院副院长靳军，以及近 100家

国家高新区领导和相关负责人、科技产

业界与影视文化界专家、媒体及企业代

表等200多人通过线上和现场参加了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贾敬敦通过线上宣布

第二届国家高新区微视大赛正式启动，

与会领导共同推杆、鼓掌启动大赛！火

炬之光从北京出发，飞向清远，连接起

全国169家国家高新区。

张景安在致辞时说，国家高新区微

视频大赛是展示新时代创新发展的一

个大舞台，一方面可以推动国家高新区

高质量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新动能；另一

方面可以让全社会大众，尤其是高端人

才，进一步了解高新区、走进高新区，促

进高新区“双招双引”工作。

贾敬敦表示，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

赛以创新文化为主题，聚焦国家高新

区，充分利用微视频这一平台工具，有

助于进一步宣传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

创业的方针政策，交流各地丰富多彩的

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故事。

本届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赛收到

了来自中关村、昆山、咸阳、成都、珠

海、桂林等多家高新区的祝福寄语，为

大赛加油助力。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

第二届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赛官网上

线、清远高新区微视频拍客联盟成立等

活动。

据了解，此次大赛视频征集截止日

期为 8 月 31 日，参赛者可以通过各国

家高新区宣传部门向大赛组委会提交

视频作品。大赛组委会将通过初审、复

选以及评委会、评选团、大众投票等方

式评选出获奖作品，其中，最佳奖项奖

金 2 万元，优秀奖项奖金 5000 元，并计

划于11月召开总结表彰会，为获奖单位

及团队颁发证书、奖杯。获奖视频将在

科技部火炬中心官网、大赛官网、大赛

公众号，以及腾讯视频、央视频、中国高

新网等主流媒体和国家高新区重点展

映推广。大赛组委会还将邀请获奖单

位、团队及个人参加大赛总结表彰会和

双创论坛等活动，推荐获奖视频与影视

制作、出品及发行机构合作。大赛期间

将不定期举办文创交流考察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

见》，提出六个方面政策措施，旨在更

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企业生产经营

中的堵点、痛点，强化为市场主体服

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

其中，为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

度，《意见》指出，要优化再造投资项目

前期审批流程，实行项目单位编报一

套材料，政府部门统一受理、同步评

估、同步审批、统一反馈。

为进一步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

和条件，《意见》提出，精简优化工业产

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措施，年内将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

省级。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本，支持

地方开展“一照多址”改革，鼓励引导平

台企业降低佣金、条码支付手续费等。

在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方

面，《意见》提出，要推进企业开办经营

便利化，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

记经营场所限制。提升纳税服务水

平，年内基本实现主要涉税事项网上

办。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率。优化

动产担保融资服务。

为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

《意见》明确，要建立健全以实施效果

为重点的政策评估制度。建立常态化

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加快建立营商环

境诉求受理和分级办理“一张网”。抓

好惠企政策兑现，推行惠企政策“免申

即享”。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株洲高

新区（天元区），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

学；年轻人在林立的商圈内就能尽情体验

多姿多彩的生活；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生活上的贴心服务……

一直以来，株洲高新区（天元区）不断

增强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

感，铺就一条幸福“民生路”架起了政府与

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府的暖心服务真正

走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爱心服务暖人心

“这里有沙盘游戏室、音乐放送室、情

绪宣泄室……真是困境儿童的幸福港

湾。”今年6月，株洲高新区（天元区）建成

并全面开放了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

心、心关爱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创新实

施了“益心·爱蕾”儿童综合关爱服务项

目，把“三社联动”延伸到社会心理服务

领域。

白鹤社区居民蔡雪枚的儿子患有

自闭症，其家庭也因此致贫。白鹤社区

除了帮助照顾蔡雪枚一家的日常生活

外，还送来米和油，帮助其摆脱困境。如

今，蔡雪枚还担任了白鹤“最美红袖章”志

愿服务队副队长。在天元区，像这样的事

例还有很多，社区运用专业社工理念和技

能，促进精准帮扶向“助人自助”转变。

“天元区聚焦居民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凝聚各方智慧、汇集各方力

量、整合各方资源，发挥‘社区大党委’资

源优势，一年来共解决社区问题 3万余

个。”株洲高新区（天元区）有关负责人说。

在社区治理方面，天元区通过加强

巡逻、安装摄像头等措施，尽责担当，当

好人民群众的安全“守护者”。今年五

一假期去古桑洲参加“桑葚节”的游客

会发现，那里多了智能监控摄像头，安

全感增加不少。

万丰社区加强“雪亮工程”建设，投

资10余万元安装了25个智能监控摄像头，

并实现与街道网格中心互联互通。万丰社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布设摄像头不仅有效

维护了码头渡口的日常安全，节假日期间

还帮助不少居民找到了丢失的财物。”

目前，天元区通过人脸识别、大数据

等科技手段实现了综合治理触网“智能

化”。“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互

联网+’让基层综合治理跨入了‘智能化’

时代。”天元区社区管理相关负责人说。

出门像“串门”商圈逛不停

“进城跟串门一样。”63岁的先锋村

村民林桂花说，自6月1日从塘湾到响水

村的D153路城乡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以

来，D153就成为周边居民的“新宠”。

第二届国家高新区微视频大赛在清远高新区启动

株洲高新区：
以民生为本绘就“幸福底色”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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