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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记者 彭桦 曹梓骞 日前，

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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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国家高新区制定了发展目标。高新区

紧跟“指挥棒”，瞄准高质量发展目标，

积极组织论证发展路径，因地制宜设定

发展战略，准备下一步“大棋”!
专家指出，高新区未来应该围绕影

响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卡脖子”技术等

重大问题，做好企业服务和产业组织服

务，进行关键性突破。

高新区来了场头脑风暴
准备下一步“大棋”

《意见》刚下发不久，杭州高新区

（滨江）会同中央政策研究室、科技部等

多家单位的专家，结合《意见》精神要

求，在以往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为杭州

高新区（滨江）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无独有偶，合肥高新区也紧急会同

专家开展“头脑风暴”式论证会，对于

《合肥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 三 年 行 动 计 划》研 究 项 目 开 展 论

证。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中央

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副局长白津夫、

盛景网联集团首席战略顾问杨跃承、

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高级工

程师余志海等专家齐聚一堂，为园区

开展高水平“会诊”。

结合《意见》中所提的引领和示范，

根据专家开出的“强心剂”，同时基于

自身优势与特色，杭州高新区（滨江）

初步提出，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要

力争实现翻番，要建成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多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培育一批未来产业集群。

专家认为，合肥高新区“行动计划”

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方向，具有较强

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合肥高新区提

出，到 2022 年该地区 5G 产业核心产值

规模突破 2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产值

规模突破 150亿元。

高新区向高质量目标
挺进底气十足

有了《意见》这根“指挥棒”，有了专

家支高招，高新区向着高质量目标挺进

底气十足！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方向民

介绍，日前合肥高新区发布的营商环境

“领跑计划”紧扣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发展目标，对标长三角一流园区

营商环境建设经验，构筑和强化营商环

境比较优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战略支撑。

杭州高新区党工委、滨江区委书记

王敏表示，建设“数字滨江”，要巩固数

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全力建设全国数字

经济最强区，努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

滨江样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逆势而

进。建设“数字滨江”，着重要突出

“数字治理”，全力建设“数字治理”示

范区，努力探索数字赋能治理的滨江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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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武认为，下一步，高新区首先应该围

绕影响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卡脖子”技

术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等重

大问题做好企业服务，让企业家愿意加

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刘会武表示，高新区还要做好产业

组织服务，明确不同产业发展规律和关

键环节的发展策略，加强中央与地方、

企业与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同时，高

新区自身要提升创新发展的标准，要通

过机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改革创新等手

段，持续优化能够培养出高端人才和创

新资源的机制、环境和土壤。

集结号吹响
高新区纷纷摩拳擦掌开始干了

近日，《珠海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规划（2020-2025年）》正式印发，标

志着珠海高新区主导产业开启了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征程，当地集成电

路产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根据

《规划》，珠海高新区将力争到 2025
年 实 现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产 值 突 破 300
亿元。

根据珠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将集

成电路产业打造成五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之一重大战略发展目标任务，珠海高

新区力争到 2025 年实现集成电路产业

产值突破 300 亿元，形成一个两百亿级

产业集群（芯片设计）、一个百亿集群

（化合物半导体），建成在珠三角乃至全

国范围内都有较强影响力的集成电路

产业聚集区。

《合肥高新区 5G 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2年）》也于近日正式发布，规

划提出到 2022 年合肥高新区将成为生

态完善、龙头引领、场景领先的 5G应用

活力示范区。

根据发展规划，未来3年，合肥高新

区将瞄准 5G产业关键环节，以 5G产业

建链为导向，以 5G+AI 融合应用为特

色，夯实 5G通信核心器件和 5G通信芯

片两大基础，围绕生活、城市、产业等场

景，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动 5G+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5G 融合

应用新业态，打造 5G+融合应用创新示

范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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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行道树间距为 6 米，树种

有蓝花楹、美丽异木棉、小叶榄仁、黄

花槐、炮仗花等，绿植包括三角梅、七

彩扶桑、金叶假连翘、黄叶假连翘、马

尼拉草皮、紫花翠芦莉等。根据道路

情况，我们合理规划种植不同类型的

树种，以此形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的道路景观。”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建

设局有关负责人说。

绿色工厂敞亮整洁
工人工作更安心

“我从建厂开始就在这里工作

了，目前已经有 12 年。看着周围环

境越变越美，心里特别高兴！”攀枝花

钢企欣宇化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徐

遵尚指着一排排的厂房说，现在厂区

越来越“高大上”，带客户到工厂参观

更自信了。

这是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建设“美

丽工厂”的缩影。“之前，园区就制定

并下发了《钒钛高新区工业企业环境

形象整治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

了工作任务，选定首批试点的 20 户

企业。”攀枝花钒钛高新区经济发展

局负责人介绍说，欣宇化工是首批试

点企业之一。目前，经过外墙提升，

绿化、道路修复，管线、设备翻新、防

腐等环境形象整治提升后，厂区环境

提升了，工人工作更有干劲了。

环境形象整治提升，不仅仅提升

了企业形象，也有利于企业的安全生

产。

“化工企业最怕火。以前每到夏

季，我们就不得不分工合作，机关人

员负责办公楼四周，现场职工负责生

产区域，需要到处清理厂区杂草，减

少安全隐患。”欣宇化工工作人员邹

慧说，通过环境改造提升后，不用再

担心会有杂草引起火灾了，并且对管

线、设备的翻新、防腐，也减少了管线

老化后的“跑、冒、滴、漏”现象，提高

了设备、管线的使命寿命，工人生产

更安全。

环境设施不断改善，安全隐患逐

个排除，更加坚定了攀枝花钒钛高新

区企业职工在这里继续努力工作的

决心。

精神文明建设
成最美风景线

“社区文艺队伍的队员和专业演

员都演得好，大家都爱看。他们到哪

里演出，我们就追到那里看。”8 月 6
日晚，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大沙坝社区

居民们高兴地说，他们今年已经是第

2次观看社区文艺演出了。

作为攀枝花钒钛高新区丰富居

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邀

请社区文艺队伍开展“文化下乡”文

艺演出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最近两年来，不仅有攀枝花市文

化艺术中心、仁和区文化馆的演出人

员不定时来社区演出，金江镇阿基鲁

社区、大沙坝社区的文艺队伍也踊跃

参与，与一些专业演员一起，给辖区

群众带去了文化盛宴。

“我们本来就喜欢跳广场舞，大

家平时也经常一起练习，这样的文艺

演出正是我们表演的好机会。”金江

镇阿基鲁社区的张阿姨说。

在此次“文化下乡”文艺演出活

动中，刘大爷展示了川剧戏歌《金沙

花韵》。“我以前就是川剧演员，退休

后，一边帮着照顾孙子，一边继续练

习。这样的活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展示的好机会。”他说。

像张阿姨、刘大爷这样，他们平

常在家里是爷爷、奶奶，一到表演时

刻就恢复了青春模样。而这些练习

和表演也让他们的身姿越来越挺拔，

走起路来越来越精神。

《扶贫风波》《不忘初心》《走在小

康路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一首首歌曲歌颂着美好时代，一段

段舞蹈演绎着时代主题，精彩的表

演 引 得 社 区 居 民 们 不 时 开 怀 大

笑。在这一场场表演背后，展示的

是新时代攀枝花人的独特魅力和

迷人风采，凸显出居民热爱本土文

化、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走向小康

的“精气神”，所有场景汇聚成为攀

枝花钒钛高新区一道优雅如诗、美

丽如画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9月

8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海淀之夜”活动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此次“海淀之夜”活动全

力汇聚北京市海淀区服务业扩大开

放、打造“创新雨林”生态的成效，彰

显中关村科学城北区未来发展的潜

力，展示海淀企业依托“一带一路”

“走出去”取得的骄人成绩，坚定海

淀企业继续走出国门、做大做强的

信心。

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中关村

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林剑华在“海

淀之夜”活动上表示，自2018年海淀

区创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示范区以来，重点推出科学技

术、互联网和信息、科技金融、文化

教育等重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举

措 109 项，推动天智航样机制造平

台、国际网吧、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

心等 48 个重点项目落地。未来，海

淀区将落地建设 1-2家国家实验室

和综合性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点

建设3-5家旗舰型新型研发机构，加

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进一步培

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五千亿级和千

亿级企业，重点培育具有技术主导

权的新兴产业集群。

“海淀之夜”活动现场首次发布

了《海淀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战

略研究报告》，分享了海淀区企业

“一带一路”走出去形成的六大特

点、背后的六大支撑、对未来发展的

六大展望以及给企业家们的六条建

议等报告的核心研究成果。

《报告》提出，“十三五”以来海

淀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

投资超过 8亿美元，对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

超过 10 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一直

保持在北京市前三名。海淀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合作的国家由

2015年22个增加到2019年36个，占

对外投资国别总数的 2/3。亚洲国

家特别是新加披、阿联酋、柬埔寨等

国已经成为海淀企业对外投资的重

点；投资行业类别由 2015年的 11个

增加到2019年的13个，信息软件、科

技服务和教育等海淀优势行业的对

外投资从发达国家扩展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北京经济运行研究会副会长田

云表示，海淀区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具有企业“出海”优势明显、“创

新雨林”生态环境优渥 、多家标杆

企业涌现等优势，只要大家齐心协

力，海淀区企业将会在未来国际合

作中取得更加瞩目的成绩。

此外，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与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金融

服务监管局合作签约，在科技创新

发展战略、国际化创新生态打造、全

球创新、“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专

业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培养等多方面

达成合作意向，以期实现更广领域、

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

本报讯 9 月 9 日，第九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

赛首届中国中车专场决赛在线上举

行。通过激烈角逐，北京泓慧国际

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中车工业

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脱颖而出，

分获成长组和初创组一等奖。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通

过视频表示：“用创新驱动深化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是大赛的一项具体举措。希望

中国中车通过大赛凝聚科技型中小

企业，积极探索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成功模式，为我国轨道交通产

业转型升级，为实现轨道交通领域

企业的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

进产业龙头创新引领、激发科技企

业创新活力，中国中车作为轨道交

通产业“火车头”，首次接轨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向全国中小企业鸣响

产业协同的嘹亮号角。大赛自 7 月

13 日点燃列车引擎以来，围绕轨道

交通产业征集优秀创新技术，共吸

引来自全国28个省和计划单列市的

135 家企业搭乘“中国中车”，“协同

之旅”在广袤的创新创业沃土上启

程。

参加决赛的 12 家企业来自北

京、上海、深圳、浙江、陕西和青岛，

代表了我国轨道交通产业的技术创

新方向。其中，6个项目聚焦能源与

动力方向，主攻磁悬浮飞轮储能技

术和动力电池电机的安全和能耗管

理；4 个项目聚焦装备智能化方向，

重点开展智慧养护、自动控制、雷达

监测等技术创新；2个项目属于材料

科技方向，利用热沉材料、超级铜材

料解决高功率芯片散热难和能量损

耗大等问题。

所有参赛代表详述自身技术在

轨交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实际应用和

市场前景，整个赛场以实现协同创

新为核心，各方围绕产业供应链、研

发能力互补、数据共享、股权投资、

园区落地等合作领域，共同探索产

业发展新路径。

中车工业研究院（青岛）有限公

司参赛代表在赛后说：“大赛期间，

‘超级铜’项目已经完成研发团队的

扩充，瞄准超级铜高效永磁电机的

设计与制造、应用与验证,也获得了

国家有关科技项目的扶持与支撑。

希望有机会继续凝聚各方面社会资

源,融合技术与资本，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推动项目真正落地,实现

国家—企业—科研人员共同受益,这
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决赛创投评委、中车（青岛）科

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总经

理陆建洲表示:“参加决赛的企业聚

集高端应用，有的技术实现完全自

主可控、有的实现进口替代、有的是

问题的解决者。中车创新创业基金

通过此次大赛了解到了这些硬科技

企业，下一步将与企业深入沟通，开

展投资和加大支持力度，助力企业

加速成长。” 姚雯

高质量发展号角响起
高新区摩拳擦掌准备下一步大棋!

服贸会“海淀之夜”
聚焦开放、创新、合作

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
首届中车专场决赛收官在那攀枝花盛开的地方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将大幅增加鼓励条目
本报讯 日前，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

参加“云上投洽会”上线仪式时表示，商务部

正加快推进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相

关工作，将大幅增加鼓励的条目，支持更多外

资企业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

王受文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

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切实为企业纾困解

难，帮助企业从危机中寻求新的机会，在变局

中开拓新的局面。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国实际使用

外资 5356亿元，同比增长 0.5%，一批重大外

资项目加快落地，7 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增长15.8%，连续4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

正增长。

王受文表示，商务部将继续落实好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让

更多外资企业分享中国市场、中国机遇。同

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帮

助解决外资企业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

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的规定，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加紧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以高水平对外

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受文说。

李慧颖 付敏

我国将加快研究发布远程
审核技术相关标准和规范

本报讯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可

检测司司长董乐群在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表示，针对疫

情防控期间得到广泛关注和使用的远程审核

技术等，将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并在适宜情况

下研究提出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提案。

董乐群介绍，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检验检

测认证认可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了技术

支撑和服务贸易作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

时向社会集中公布了口罩等防疫物资检测机

构和认证机构信息、出口欧盟及美国市场认

证信息指南等，帮助有需要的防疫物资生产

企业及时获取相关检测认证服务，组织对 40
家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医用口罩过滤效率盲样

考核，确保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能力符合规

定要求。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共完成口罩、防

护服、手套、红外体温计、呼吸机和其他防护

产品检测31.41万批次；全国1050家检验检测

机构为 19.45 万家企业减免检验检测费用

10.6亿元。

据介绍，移动式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等

国家标准项目，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

用，目前已完成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等

有关工作。 赵文君

图片来源：北京海淀

近日，第十届中

国智慧城市与智能

经济博览会在浙江

省宁波市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本届智

博会重点聚焦智慧

城市和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等主题，设置

数字经济综合馆、智

能制造馆、智慧城市

馆和数字技术馆等4
个展馆，近 300家国

内外企业（机构）参

展。图为观众在数

字技术馆内参观足

式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