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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分，驱车行驶在攀枝花钒

钛高新区，秋风拂面，倍感凉爽。宽阔

的主干道两旁，乔灌花草错落有致，树

木绿意盎然。晚霞照耀下，依山傍水

的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动静有致、令人

心旷神怡。

“作为一个由国家三线建设大军

建设的城市，攀枝花经历了从不毛之

地到百里钢城、钒钛之都的蜕变。进

入新时代，特别是自 2015 年 9 月，攀

枝花钒钛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之

后，加快了产城融合建设步伐，提出了

建设‘钒钛新城’的宏伟目标。”攀枝花

钒钛高新区一位责任人热情地介绍着

这里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如今的攀枝花钒钛高新区，不仅

项目建设突飞猛进，环境打造、城乡基

层治理也越来越完善。昔日的荒山秃

岭变成了和谐宜居的新区，人们竞相

在这里创新创业，继续传承弘扬“三

线精神”，以连接历史、跨越时空、追

逐梦想、开创未来的时代担当，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城”，

追逐着安居乐业，幸福小康的新生

活，不断擦亮“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

地”的名片。

幸福之路越拓越宽

在三线建设时期，从全国各地涌

入攀枝花的人们发挥了“愚公移山”的

精神，把千沟万壑的不毛之地变成了

“一马平川”，然后在这里搞开发、搞

建设。

与过去简单修路不同的是，如今

这里把环境美化的功夫首先用在道路

上。“现在，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挖坑、

换填土，更需要对新种的树木进行修

枝、整形。”在这条有着攀枝花钒钛高

新区“主动脉”之称的二号线上，工人

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

只见一颗黄花槐在半小时的修

枝、整形后，便在施工人员的一声吆喝

下，立了起来。让这一排排的“卫兵”

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在道路另一头，施工人员正忙着

对人行横道进行浇筑，一铲铲的彩色

透水混凝土均匀地落在规划好的路面

上，蓝天、白云、绿树、红路相互映衬，

尽显自然、和谐。

常从这条路经过的一位企业职工

说：“以前，从这条路走到厂里，常常

弄得灰头蓬面，现在路修宽了，路边还

栽种了各式各样的树，修了专门的散

步道，非常安逸！”

▶ 杨青 本报记者 戈清平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

新华社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

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旨在

更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社会创业创新

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通知》从四个方面提出了 12 项改

革举措。一是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

理。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办”，进

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 4个工作日内

或更少，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能力。

二是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

突破。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

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开展

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提升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

加强知名企业名称字号保护，建立名称

争议处理机制。

三是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

条件。将建筑用钢筋等 5类产品审批下

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化肥产品

由目前的后置现场审查调整为告知承

诺。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简化出

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将疫情防控期

间远程评审等应急措施长效化，全面推行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网上审批。推动第

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

形成2020年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

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企业

信息公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实施

智慧监管，进一步完善以“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

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规范

平台经济监管行为，引导平台经济有序

竞争，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行为，维护

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在那攀枝花盛开的地方

积分落户你可能听说过，“企业创

新积分制”你听说过吗？9月 8日，国家

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在

杭州高新区率先启动。

据悉，为扎实贯彻《国务院关于促

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认真落实科技部关于

在国家高新区试点推广“企业创新积分

制”的工作部署，科技部火炬中心经认

真调研、统筹设计、制定方案、组织协

调，与杭州高新区、西安高新区等6家国

家高新区就第一期试点工作达成一致，

并在杭州高新区率先启动“企业创新积

分制”试点。

“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高新区根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的统筹安排和统一

设计的积分指标体系，按照企业不同成

长阶段分类，对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进

行全面量化评价，构建企业创新画像，

并为企业精准推送相关政策和服务。

“‘企业创新积分制’作为一种非财

政、非税收的新型政策工具，是在高质

量发展时代背景下，精准服务科技企业

的创新之举。其本质上是构建一种基

于创新能力评价的科技企业增信机制，

目的是促进科技企业快速健康成长。”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在启动会

上表示。

构建企业创新画像

据了解，“企业创新积分制”源于地

方科技管理工作实践，可有效解决科技

企业对接头绪多、享受政策难、获得资

源慢等问题。

贾敬敦表示，试点“企业创新积分

制”，一方面可有效集成政府各类支持

政策，做到对企业的精准支持、量化支

持，增进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亲清关

系；另一方面可以积极调动金融机构、

投资机构等社会力量，引导创新资源进

一步向企业汇聚，解决科技企业创新发

展的现实需求。

以杭州高新区的“企业创新积分

制”为例，考虑不同成长阶段企业创新

特质不同、发展诉求不同、发展水平

不同等多个不同，杭州高新区企业创

新积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以企业营

业收入规模为标准，将评价对象企业

划分为“种子期—苗木期—成长期—

壮大期—成熟期”五个发展阶段，全

面量化评价企业创新能力，构建企业

创新画像。

根据相应的创新积分，企业可以享

受金融服务“一线通”服务，点击“金融

超市”，立即获取银行机构贷款额度与

专办热线，线上完成贷款手续，对企业

创新积分参评企业的基础授信额度不

低于50万元，覆盖范围超过95%。

在政策方面，根据企业创新画像一

键进入高企、瞪羚、独角兽等相应阶段

企业培育库，助力企业精准匹配政策红

利。同时，企业创新积分将与科技项目

评比等支持政策相结合，提高企业创新

积分与政府决策关联度。

“企业创新积分，是杭州高新区在

高质量发展时代探索新型服务工具，服

务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贾敬敦

表示。

提升高新区现代治理能力

101分！500万元！这是浙江中诚

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目前的创新积分

和增加的授信额度。“创新积分真正打

通了科研成果和金融信贷之间的节

点。”中诚环境综管部总监蔡振鹏说。

中诚环境的“幸福”，源于杭州高新

区的企业创新积分制度。

据了解，杭州高新区结合本地科技

企业具体特征特点，综合形成“创新投

入、创新产出、成长性、辅助指标”等四

大类、24个具体评价指标，按照企业不

同成长阶段分类，对科技企业的创新能

力进行全面量化评价。目前，杭州高新

区已有 5036家企业可实现创新积分在

线查询和即时金融服务。

接下来，杭州高新区将结合企业实

际运用成效，持续推出“企业创新积分”

2.0、3.0版本，持续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创新

氛围。

“希望杭州高新区继续研究完善积

分评价指标和评价办法，提高评价信息

和积分数据的公信力，积极拓展创新积

分的应用场景，切实提高对科技企业的

服务能力，为国家高新区全面试点推广

积累经验、奠定基础。”贾敬敦说。

据了解，除了杭州高新区，西安高

新区等5家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制”试

点正在稳步推进。下一步，科技部火炬

中心将在国家高新区内稳步试点推广

“企业创新积分制”，将其作为服务科技

企业成长的新型政策性工具，加快提升

国家高新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启动

用积分为企业创新画像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近日，白鹤滩水电

站右岸首台单机容量

100万千瓦机组转子成

功吊装入位。其左岸

首台机组转子已于此

前成功吊装。两岸均

完成这一重要里程碑

节点，为白鹤滩水电站

首批机组按期投产发

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

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

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

干流之上，是目前世界

在建规模最大、单机容

量最大的水电站。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近日，我国智能高铁“新标杆”京雄

城际全线接触网贯通。图为综合检修列

车在工作中。

新华社发 刘华明/摄

本报讯 （记者 张伟） 记者从日前

举行的2020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0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17-20日在

北京举行。今年论坛将聚焦科技抗疫、全

球创新合作等主题，由“会议+展览+交易+
发布”4大板块构成，举行50多场活动。论

坛全程线上直播。

中关村论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关

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表示，在当前国际疫

情持续蔓延和全球经济严峻复杂的背景

下，搭建中关村论坛这一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高端平台，以打造国家级科技交流合作

的平台、全球科学家的盛会为目标，聚焦全

球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紧密围绕加强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科技交流等设计论坛

话题和各项活动，将加快促进国际科技创

新交流合作和技术交易，进一步坚定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据介绍，今年论坛将举行开幕大会和

26场平行论坛。其中，平行论坛将重点围

绕中俄创新合作、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创

意城市、科技园区、创新生态、青年创业、科

技金融、知识产权等方面开展研讨交流。

在交易板块方面，今年论坛新设技术

交易板块，前期搭建了中关村科技成果转

化与技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为活动提供支

撑。论坛期间还将开展发起组建一个国际

技术交易联盟、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举办一

系列重点国别技术交易系列主题活动、推

出一份产业创新领先技术百强榜单、开展

中外十大理工高校创新合作对话活动等五

类活动。

论坛期间，将举办重大成果发布会专

场活动，各平行论坛上也有相关成果发

布。其中，重大成果发布会上，将集中发布

半导体、创新药物、区块链、量子技术等领

域的重大成果，发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

数2020、2020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中关村

全球科技园区创新发展指数、北京市大数

据标准体系建设规划等研究报告，推出高

价值专利转化、首创产品进入市场、“创信

融”科技金融产品等多项创新性政策。相

关平行论坛将分别发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

报告、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测算平台、

TR35全球创新成就奖等一批成果。

此外，今年论坛还与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首度进行了融合，同期举办

第23届科博会的展览展示、推介交易等10
余场活动。

据悉，2020中关村论坛由科技部、中

科院、中国科协、北京市政府主办，教育部、

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贸促

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科技园及创新

区域协会支持，中关村论坛组委会办公室

承办。本届论坛的年度主题为“合作创新·

共迎挑战”。

2020中关村论坛即将精彩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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