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深化“双招

双引”工作机制改革，实行“管委会+产

业专班+公司”模式，组建招商联盟，形

成更加灵活适用的队伍机制、更加实干

争先的工作氛围，优质高新项目纷至沓

来，持续蓄力新旧动能转换。今年以

来，聊城高新区新签约项目 35个，总投

资达256亿元。

建专班、组联盟
壮大招商队伍

聊城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由县级

干部带队，择优选取 40名精干力量，成

立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

康、信息技术四大主导产业专班。产

业专班去行政化、强市场化，主要负

责双招双引、企业和项目服务、园区

运营三大业务板块，人员管理、业绩

考核、项目服务等工作全部实行公司

化管理。

此外，聊城高新区统筹工作力量，

组建招商联盟。统筹园区商务局、四大

产业专班、10 个园区招商小队和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 3支协作队，成立聊

城高新区招商联盟。由园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担任联盟主席，并在

商务局设立联盟秘书处；秘书处负责联

盟总体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推进；各

招商队伍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和目标任

务开展招引工作。商务局统一组织专

班培训，选派业务骨干长期蹲点学习；

实行进企业见习制度，组织招商队员轮

流深入一线掌握区内产业发展及产品

情况，研学产业链条。此外，聊城高新

区还依托京津冀、长三角和珠海协作

队，与发达地区的园区、商会、行业协会

建立合作联系，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

招商；探索设立欧洲、美洲及日韩 3 支

协作队，提高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水

平。今年以来，园区实际利用外资1056
万美元，同比增长521%。

融要素、强保障
提升发展质量

融合发展要素，放大乘法效应。聊

城高新区革新项目准入制度，实行“入

区项目评价赋分”制度，利用咨询公司、

园区运营公司、研发机构等专业资源，

对招引项目从企业信用、行业类别、人

才科技实力等10个方面进行量化打分，

低于 60 分的项目一概不予入区。4 月

份以来，共接洽 90余个项目，按照赋分

制度上会研讨项目 42个。市场化配置

生产要素。由国有平台高新控股集团

负责土地熟化、园区建设、设施配套等

工作，根据专班要求完成“交钥匙工

程”，实现建设和运营分离；聘请专业公

司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园区运营，扶持壮

大优势企业，及时出清落后项目。今年

以来，为 23 个优质项目兑现扶持资金

7175万元。

完善保障措施，增强聚集效应。聊

城高新区精准划分产业区域。县级带

队领导牵头协调，将现有48个区级重点

项目及在建园区分配到 4个专班，为专

班圈划产业“地盘”，提高产业集聚度。

目前，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区集聚重点

项目 13 个，高端装备产业园区集聚 21
个、医养健康产业园区集聚 8 个、信息

技术产业园区集聚 6 个。强化项目发

展保障。每个产业专班设立 1-3 个发

展基金，采取天使投资、担保抵押、技术

信用贷等方式，为成长性优质项目“输

血”；灵活运用省市区“双招双引”优惠

政策，为项目和人才“量体裁衣”；引导

企业组建产业联盟，联通行业信息，共

享发展资源。目前，聊城高新区产业抱

团发展趋势日益凸显，其中，清华启

迪之星成为高新企业孵创基地、阿里

云国际站成为外贸集聚园、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成为科创人才高地、诺伯

特+聊城产业研究院成为聊城机器人行

业产学研基地。

优管理、严考核
营造干事氛围

科学管理机制，激发队伍活力。聊

城高新区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下放薪

酬管理权限，由专班根据市场规则建立

相应的薪酬激励机制，人员薪酬平均水

平按照高于管委会同类人员标准的 1.5
倍掌握；产业专班之间、产业专班内设

机构之间、职员个人之间实行差异化薪

酬，充分量化个人工作业绩；设立重点

项目奖励奖金，奖励完成外资任务、引

进双500强项目的团队或个人。强化人

员动态调整管理。从管委会公开选拔

素养优秀机关干部充实专班力量，并强

化人员监管，及时清退工作落后、作风

不良的工作人员。

创新工作制度，释放干事空间。聊

城高新区创新自主工作机制，打破原有

层级概念，实行点对点、短平快工作方

式，成员直接对专班组长负责，专班组

长直接对带队县级干部负责。同时，分

设项目招引与项目推进小组，小组工作

各有侧重又齐头并进，形成即充分放手

又同向竞赛的机制。7月份，四大产业

专班共落地项目13个，实现单月落地项

目的新突破。赋予投资发展权限。聊

城高新区每年拨付每个专班500万元经

费，并在高新控股集团设立引导基金，

支持专班公司开展对外合作、招商项目

股权投资等业务。

优化考核指标，提高工作精度。聊

城高新区将省市考核指标进一步分解

到四个专班，形成了由6个一级指标、17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考核体系，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对标考核；将部门分散的工作

力量集合到产业专班，专职负责项目招

引、落地投产、创收利税等关键环节，并

将指标完成情况与绩效挂钩，作为薪酬

发放依据。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新落

地项目 30 个，亩均投资强度达 470 万

元、亩均税收40万元。

集成督导制度，推动目标达成。聊

城高新区按照“长计划、短安排”原则，

创建“5个时间段+3个‘十’+项目观摩”

的调度督导机制。开展周调度、月汇

报、季度分析、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五

个时间维度的督导，提高梗阻问题化解

速度，及时校准工作方向；实行“双招双

引三个十”战略（每月至少达成意向项

目10个、签约10个、落地10个），并对完

成情况一周一调度、一月一考核；每月

对产业专班项目进行观摩，对优秀专班

队伍发放“笑脸”，对未完成任务专班发

放“哭脸”。通过强化管理，该区产业专

班和招商联盟“火力全开”，一批具有承

接首都和长三角产业转移意义的 14个

重大项目已完成集中签约，总投资额

达 90 亿元；与双 500强合作实现新突

破，新贞元轻量化车轮项目、工业互联

网及高端信息软件项目、新能源汽车体

验中心项目取得有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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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欣

本报讯 9月6日，安康高新区禾

瑞光、轩意光电、浩天环宇、吉速线缆、

泰沃云5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建成投产。

安康市副市长寇全安表示，作为

安康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安康高新

区紧扣“三个确保”“三个实现”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安康市重点项目和重点

企业观摩督导推进会精神，在确保项

目快速推进、产业加速恢复的同时，经

过不懈努力，力促禾瑞光、轩意光电、

浩天环宇、吉速线缆、泰沃云等 5个工

业项目建成投产，标志着安康智能制

造产业再结硕果，也彰显了特殊困难

时期的企业担当，为安康高新区争取

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增添新的动力。

安康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罗武侠介绍了集中投产项目情

况。他说，安康高新区聚焦新安康门

户区基础配套、高新技术产业增量增

效两大重点，精准推进产业招商，合力

攻坚项目建设，23条骨干路网按计划

加快推进，29个新增产业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工业投资持续稳定增长。此

次集中投产的 5个项目，完成投资 7.4
亿元，分别进驻智能终端、西北电子、

新经济和小巨人产业园，目前已经上

岗员工 500 余人，全面投运后可实现

年产值 13.8 亿元，带动就业 2000 余

人，将有力坚定企业发展信心，加速产

业恢复提振。 杜明坤 王潇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

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哈

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

亭栋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教授王振义获生命科学奖，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卢柯获

物质科学奖，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获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在探索癌症治疗的过程中，张亭

栋和王振义对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 血 病（APL）作 出 了 决 定 性 的 贡

献。APL 曾经是最凶险和致命的白

血病之一，张亭栋和王振义的工作使

APL 治愈率达到 90%。20 世纪 80 年

代，王振义和同事们首次在病人体内

证明全反式维甲酸（ATRA）对 APL
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张亭栋和王振

义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验证和推

广，使 ATO 和 ATRA 成为当今全球

治疗APL白血病的标准药物，拯救了

众多患者的生命。

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一直是材

料物理领域中最核心的科学问题之

一。通常材料的强化均通过引入各

种缺陷以阻碍位错运动来实现，但材

料强度提高的同时会丧失塑性和导

电性，这导致了材料领域长期未能解

决的材料强度与塑性（或导电性）的

倒置关系。如何克服这个矛盾，成为

国际材料领域几十年以来一个重大

科学难题。卢柯及其研究团队发现

了两种新型纳米结构可以提高铜金

属材料的强度，而不损失其良好的塑

性和导电性，在金属材料强化原理上

取得重大突破。

彭实戈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非

线性 Feynman-Kac 公式和非线性数

学期望领域中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

性贡献。

据了解，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 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科学

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

奖项，主要奖励在大中华区取得杰出

科技成果的科学家，设生命科学奖、

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等

三大奖项，单项奖金 100万美元。今

年是未来科学大奖设立 5周年，此前

已有 16 人获奖。据悉，2020 年未来

科学大奖奖项将于今年 11月在北京

颁发。

本报讯 9 月 4 日，东莞松山湖

高新区管委会与大朗镇举行松山湖

科学城产业化基地（屏山）项目签约

会，双方将合作推进松山湖科学城首

个园镇合作试点项目，打造面向粤港

澳大湾区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基地。

松山湖科学城产业化基地(屏山)
项目是松山湖科学城园、镇、村合作

的首个试点项目。该项目位于松山

湖材料实验室一期南侧，占地面积约

17.5亩，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计划

依托散裂中子源、南方先进光源、材

料实验室等大科学装置和科研平台，

打造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基地。该项目由东莞

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前期策划、

指导设计，由屏山村投资建设，6月初

已完成立项，并纳入东莞市2020年重

大预备项目。目前正在同步推进生

态线调整、选址评估、方案优化等前

期工作，力争年内动工建设。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黄晨光表示，松山

湖科学城“一流装置、一流平台、一流

人才、一流企业、一流服务”等“五个

一流”创新要素集聚发展的格局正加

速形成，科技创新氛围日益浓厚，科

研成果正不断涌现。屏山社区产业

化基地项目签约，是松山湖功能区统

筹发展的重要一步，也是松山湖金融

产业集团实践园镇合作的又一实际

成果。项目的落地将有助于解决松

山湖科学城近期在产业中试和成果

转化方面的需求。

大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方德佳

表示，此次合作对松山湖与大朗镇来

说意义重大，也是一场双方共赢未来

的合作。屏山村位于松山湖科学城

核心区域，是承接产业项目及配套项

目的良好载体。松朗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具有企业化运作的优势，可以为

项目搭建灵活多样的投资平台。

方德佳表示，大朗镇与松山湖合

作框架协议签署将成为一个新起点，

进一步探索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契

机，为松山湖功能区统筹发展提供鲜

活范本。

接下来，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与大

朗镇将加强沟通交流，做到信息共

享，建立完善定期会商的机制，及时

讨论解决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遇

到的堵点和难点，切实加快松山湖科

学城产业化基地建设。 松融宣

万声通讯入选山东省
服务业高端品牌榜

本报讯 近日，万声通讯实业

有限公司入选 2020 年度山东省服

务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是潍

坊高新区唯一一家上榜的服务业企

业。

培育高端品牌企业是推动产业

升级和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潍坊

高新区加大高端品牌企业培育力

度，把标准化建设融入到企业发展

中，激发企业内生动能，提升企业竞

争力。

万声通讯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BPO 业务的服务提供商，该公司拥

有遍及全国的呼叫中心运营职场，

为政府公共事业、金融、医疗等领域

的客户提供包括产品销售、技术支

持、后台处理等在内的多语言、全渠

道、多样化解决方案。

“万声发展了将近 30 年，我们

一直都有居安思危的管理思想。今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是逆势增长，主

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40%以上。”

万声通讯公司总经理孙文玲介绍

说。

2020 年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

业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这

是山东省第一次设立服务业的高端

品牌，所以对申请企业来说是一个

全新的课题。

“我们主动派专人到企业了解

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深入解读

申报注意事项，帮助企业进一步完

善材料，完成他们的申报工作。”潍

坊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副

科长金筱洁介绍说，潍坊高新区一

直非常重视企业的高端品牌建设，

积极响应国家、山东省、潍坊市和有

关部门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更好

地宣传、落实好这些政策，园区积极

对接企业需求，开展宣传引导，协调

企业解决品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助力高新品牌建设。

目前，潍柴、歌尔、天瑞重工、盛

瑞传动 4 家制造业企业及万声通讯

1 家服务业企业入选 2020 年度山东

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入选企业数

量居山东省县市区前列。 高乐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充分运用

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台的系

列扶持政策，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由稀

土原材料产业为主向稀土新材料及终

端应用转变，由稀土产品粗加工向精深

加工、创建品牌转变，由企业被动接收

订单向主动出击国内、国际市场转变，

稀土产业步入健康良性发展新阶段。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稀土产品附加值

经过 1300 摄氏度高温、20 余个小

时的烧制，一批带有湖蓝、胭脂、赤金、

烟雨等釉变效果的稀土釉陶瓷出炉下

线，它们晶莹通透，散发出柔润的光泽。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用稀土代

替了传统添加物氧化铅、氧化镉等有害物

质，将稀土抗菌技术融入传统陶瓷产品，

细化晶粒、改变晶界分布，使安全无毒的

轻稀土元素在陶瓷釉中发挥神奇作用，

可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

达99.9%，抗病毒活性率达93%。

“1吨稀土氧化铈售价约 1万元，将

其做成稀土抗菌材料 1 吨价格达到上

百万元，再把稀土抗菌材料加入陶瓷

中，价格又翻了近 10 倍。”包头中科陶

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效表示，科技

正让稀土产品迈向高端化，实现“点土

成金”。

在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 37.8%、

全国总储量 83.7%的包头，足迹遍布工

业、农业、服务业全产业的稀土正演绎

出“百般变化”，推动产业创新蝶变，转

型升级。如包头稀土研究院研发的磁

致伸缩触动器作为天文望远镜关键部

件，能有效减少大气环流对成像效果的

影响。“这台仅 10 厘米高的触动器，包

含了近 20项发明专利。”包头稀土研究

院磁致伸缩材料研发项目部组长郝洪

波自豪地说。

位于包头稀土高新区高新技术特

色产业基地的拓又达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则利用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出垂直

轴风力发电机组，为南极科考站紫金山

天文台制造出我国第一套风光互补供

电设备。

加大科研投入
掌握创新引领权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紧紧扭住

“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着力构建“两

院五园”协同创新的稀土研发新格局，

累计建成稀土类企业研发中心 30 家，

稀土类院士工作站 5 家，重点实验室 4
家，全面提升了稀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园区 80%以上的稀土企业建立了

自动控制、在线监控及数据实时传递系

统，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一致性显著

提升。

上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副院长

杨剑英表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包

头的稀土科研人员正开足马力，追比赶

超日本和欧美发达地区在稀土应用上

的成就、成果，努力加强原始创新和科

学原理层面的创新，力争在稀土细分领

域引领全世界。”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不断加

大稀土项目引进力度，科锐微磁投资

1.2亿元的年产 2000吨快淬磁粉项目、

明芯科技投资 5500万元的年产 3000吨

高性能稀土抛光材料项目、利晨科技投

资 6000万元的年产 3800吨抛光粉及抛

光液项目等相继落户，为稀土高新区产

业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势能。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今

年，我们在做好已成熟技术转移转化的

基础上，重点追踪高端稀土结构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应用

技术成果。”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主任池建义表示，目前该中心已经累计

追踪高技术成果 40 项、孵化落地高科

技企业 20 家，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合同

交易额1.14亿元，占包头市的98%。

如今，包头稀土高新区依托包头稀

土研究院、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上

海交大包头材料研究院、一带一路“中欧

重点实验室”和8个院士工作站、30个企

业研发中心及2000多名稀土科研人员汇

聚起的强大科研力量，着力提高稀土企业

科技创新能力，使稀土资源“料成材、材

成器、器高端”，逐步掌握稀土市场话语

权、技术控制权、创新引领权。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
首个园镇合作试点项目签约

4名科学家获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

安康高新区
5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投产

强化“招商联盟” 用好“产业专班”
——聊城高新区深化“双招双引”改革工作纪实

包头稀土高新区“点土成金”
▶ 贾婷婷

料成材、材成器、器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