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8年，株洲市提出“外学海尔，内学宏

达”，通过建立示范型骨干企业“双创”

基地，促进企业内部“双创”工作，以学

习具体、先进的企业发展模式来鼓励更

多中小企业的发展。两年来，株洲高新

区联合株洲市中小微平台，帮助区内多

家企业走进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双创”经验学习交流活动，推动

企业开展“双创”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

企业的“双创”意识。

学习标杆 交流经验
营造企业“双创”氛围

创立于1993年的宏达电子，原是一

家专业从事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厂家。在成长过程中，宏达电子推

动多个“双创”团队孵化、产业化进程。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陆续孵化16家子公

司，构建了“遴选—共创—培育—共享”

的运营模式，成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的典型。

“实地走访、交流学习之后，后续还

要有针对性地对企业进行帮扶。”株洲市

中小微企业平台工作人员介绍说，两年

来，株洲高新区陆续组织了10批次具备

一定“双创”基础条件的园区企业，共计

150余人赴宏达电子开展“双创”经验学

习交流活动。宏大高分子、九方装备、天

一焊接、南方阀门等20余家企业在学习

交流结束后，启动了企业的“双创”平台建

设工作。“目前这些企业已孵化或正在孵

化的项目超过 20个，计划投资 9.075亿

元，2019年形成产值达2.7亿元，吸纳就

业人数427人。壹星科技、华通科技等20
余家小微企业也希望在企业发展的条件

成熟时，开展企业内部‘双创’平台建设。”

株洲高新区产业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打造高功能塑料
整体解决方案生态圈

“两年前我前往宏达电子学习时，

感触很深。我回来后就把‘湿法制酸核

心设备、特种防腐设备的研发及制造’

业务版块剥离，引入业界专业技术团

队，成立了子公司。”宏大高分子董事长

曾维楚说。

宏大高分子公司是中国塑料加工

工业协会氟塑料加工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单位，中国塑料协会优秀企业，专

注于高性能塑料半成品及成品的生产，

拥有 30余项高功能塑料成型关键专利

技术。其创立的子公司湖南宏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宏大环保科技”）

依靠宏大高分子多年的氟塑料研发和

制造经验，迅速建立了特种防腐设备的

成套制造优势，因此业务快速发展。

2019年，这家企业成功拿下了云南一家

客户的 EPC 项目，合同金额达 4600 余

万元。

“宏达电子模式给我最大的启示，

首先是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利用科学的

股权结构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其次

就是‘双创’平台的建设，我们发挥‘政

委’的角色，凝心聚力团结好班子。”曾

维楚说，公司拉开“双创”工作建设后，

子公司业务范围由最初的湿法制酸领域

的环保设备提供商，顺利转型为湿法制酸

领域的工程总承包商，年产值由原来未剥

离之前的2000万元上升到2019年的6000
万元。

宏大环保科技的良好开端和实践，

加强了宏大高分子打造“双创”事业平

台的信心和决心。目前，宏大高分子正

围绕高功能塑料领域，成立高功能塑

料、轻量化复合材料、特种密封等事业

部，正在筹建上海伟贤、宏大工业材料

等子公司，着力打造高功能塑料整体解

决方案生态圈。

延伸产业链
实现向高附加值转型

和宏大高分子一样，南方阀门在参

与宏达电子“双创”经验的交流后，找到

了转型升级的答案。

近年来，国内阀门行业虽处于发展

进步和转型升级中，但产品仍集中在产

业链的中低端，缺乏市场竞争力。南方

阀门董事李朝红介绍说：“学习标杆企

业的做法后，我们思考公司产品如何向

更高附加值转型，答案是从单一的阀门

产品向系统性智慧水务升级。”

2018年，南方阀门引入汪宇等多位

技术专家占股 10%，投资 1000 万元成

立珠华水务，专门从事智慧水务相关

的技术咨询、软件开发以及硬件集

成，为城市智慧化管理和科学决策提

供一手准确信息。在母公司的资金、市

场、技术、人才及后勤的支持下，珠华水

务已上线多个智慧水务系统，其中在线

水力模型稳态模型的准确度达到 95%
以上。多个智能水务产品在衡阳、江西

九江、水科院等地上线运行。珠华水务

获得授权专利 2个及软件著作权 2个，

还成功入选水利部《国家成熟适用节水

技术推广目录（2019 年）》。

基于珠华水务良好的发展势头和

“双创”平台建设经验，南方阀门步履不停，

今年3月又成立湖南斯百通智水系统有限

公司，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及智慧水务工

程设备集成服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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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发展全局的牛

鼻子。在济南高新区，一大批高效能研

发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

长壮大，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遍地开花，

成为科技创新舞台上的绝对主角。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山东省创新研究

院今年上半年自主研发的功能扩展型激

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出现，填补了我

国在该领域的空白。这台显微镜的强大

之处在于超高的分辨率。借助它，可以

将细胞核、线粒体、肌动蛋白、药物等物

质同时成像，研究人员观察到的是一个

三维立体结构。以前借助传统显微镜，

研究人员看到的是模糊轮廓，而在这个

“火眼金睛”的帮助下，这些微小的物体

更加清晰直观起来。

据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山东省创新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冷冰介绍，此前可能在

学校通过一些其他的化验过程，才能了

解到药物的肌理作用，现在通过共聚焦

显微镜，就能够在微观尺度上更直观地

去了解药物代谢的过程，在细胞层面上

更直观一些。

高精尖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要付

出巨大的努力。共聚焦显微镜的研发也

不例外，研发过程困难重重。冷冰介绍

说，成像的图质量，存在一些干扰，噪点

比较多，后来经过技术攻关，做了一些改

进。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山东创新院常务

副院长姜琛昱说，他们在光学显微和电

子显微方面形成了两个“拳头产品”，未

来的产值预计在百亿元左右。

在济南高新区，同样尝到科技创新

甜头的还有邦德激光。在市场受到疫情

影响的情况下，这家企业逆势上扬，国内

市场保持了 30%以上的业绩增长，其自

主研发的大功率激光切割设备备受追

捧。

邦德激光的客户李广强说，他们公

司原来有 0.3万瓦的激光、0.6万瓦的激

光、1.2万瓦的激光。今年5月份采购了

一台邦德2万瓦的激光，比1.2万瓦提高

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效率，各方面的

费用明显降低，利润明显提高。

市场认可的背后，是企业在科研投

入上的大手笔。目前，邦德激光研发人

员有300人左右，占到全体员工的30%，

研发费用每年超过6000万元。日前该公

司研发领域再传捷报，世界领先的4万瓦

激光切割设备正式面世。

据邦德激光公司执行总经理王

鲁介绍，该公司的 4 万瓦激光设备能

够突破 20 厘米不锈钢的切割，在速

度上大概可以提升 30%-50%。该公

司计划到 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0
亿元，市值超过 200 亿元，在全球的

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近 年 来 ，济 南 高 新 区 聚 力 争 创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目标，通过搭

建创新平台和载体，让更多企业搭上

创新发展的快车。国家综合性新药研

发大平台、山东省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量子通讯研发平台、

集成电路设计平台等34个高效能研发平

台，以及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大批

新型研发机构，正帮助更多企业在科技

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

数据显示，济南高新区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912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达216
家，在山东省高新区中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区域创新引领能力进一步凸显。

本报讯 近日，江阴高新区举行科

技金融产品推进交流会，江苏银行江阴

支行等金融服务机构与江阴高新区 10
余家科技型企业面对面交流，现场分享

科技金融产品，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

渠道不畅等问题。

无锡歌迪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辉说：“江阴高新区经常组织

银企对接活动，推出的科技信贷产品利

率都比较低，为我们企业大大减轻了融

资压力。”

银企面对面交流让金融活水为科

技型企业持续注入发展的强劲动力。

2019年，江阴高新区科技局联合高新区

财政局出台了《江阴高新区科技型中小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实施细

则》，强化信贷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并与

江苏银行江阴支行开展业务合作，推出

高新区自己的科技贷款产品——“高科

贷”，按不低于风险补偿资金的 1:10 比

例安排贷款资金，贷款则执行优惠利

率，用于向区内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

这种低利率的科技贷款迅速成为

科技型企业融资的首选。今年以来，江

阴高新区内共有 37家科技企业申请科

技贷款，15家已获得科技贷款，共计到

账金额4139万元，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6000万元，累计为科技型企业解决融

资超亿元，有效解决了科技型企业贷款

难、还贷贵的问题。

为让企业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江

阴高新区在科技贷款贴息政策方面苦

下功夫，明确对企业首次获得科技贷款

而支付的贷款利息，将按银行一年期贷

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

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同时，优先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购买科技保险和专

利保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其首

次获得科技保险实际支出费用的 50%
给予补贴。对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方式

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按银行同期基

准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补贴，年

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江

阴高新区科技局高新科副科长王唯一

表示，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等多项补贴政策对于科技型

企业来讲是一场“及时雨”，让这些企

业享受最低廉的贷款服务，释放出最

高效的发展活力。

下阶段，江阴高新区将持续推进

科技信贷模式创新，向科技型企业同

步普及“苏科贷”“锡科贷”“澄科贷”

“高科贷”，形成四级联动、错位支持、

互为补充的科技金融体系，同时引入科

技保险机构，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充分调

动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每年为科技企业解

决融资超1亿元，进一步构建从企业初创、

加速到上市的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为园区创新创业提供强大的金

融支撑。 澄高轩

肖昆华/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自贸区改

革、提升综保区对外开放水平、助推营

口高新区提档升位，全力打造“诚信自

贸”品牌和全国一流营商环境，最大限

度化解疫情影响，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9月29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营

口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召开“营口自

贸区兑现2019年奖励政策暨创一流营

商环境、促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共奖

励2019年优秀企业家、助力自贸贡献

企业896.5万元。

据了解，营口片区已连续3年召开

企业家奖励表彰大会，累计兑现奖励资

金 2750.5万元（2017年 160万元；2018
年1694万元；2019年896.5万元）；除年

度表彰外，3年来，累计兑现企业政策资

金5.57亿元，两项合计5.84亿元。

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

副主任王伟强宣读了《关于2019年度

优秀企业家、助力自贸贡献企业等表彰

决定》，授予李学辉等42名同志“2019
年度优秀企业家”称号，授予杨占清等

11名同志“助力自贸贡献奖”称号。辽

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贾洪波宣读了《关于2019年度

科技创新企业的表彰决定》，共兑现政

策资金475.5万元。

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财政局

局长王竹还对《营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

片区促进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

产业扶持政策（2019年）》《营口综合保

税区产业扶持政策（试行）》《关于开展

营口片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片区

企业发展的通知》等省、市出台的企业

扶持政策进行了解读，并结合相关文件

精神，分析、介绍了国家专项资金的支

持方向。

“经历3年多的建设发展，营口片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从当初的1.4亿

元发展为2020年预计收入9.4亿元，今

年 1-9月，已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93亿元。这些离不开各位企业家开

拓新市场、培育新产品、打造新优势，引

领带动自贸区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奉

献！”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东在总结讲话中说。

张东表示，下一步，营口片区将重

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发挥自贸试

验区制度创新优势，打造全国一流营商

环境，二是发挥营口综保区的平台优势，

扩大对外开放，三是发挥国家高新区的

产业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四是管

委会与企业紧密合作，铆足干劲，实现全

年目标任务。 王志 王佳驹

本报讯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粤

港澳大湾区（黄埔）研究院在广州市

黄埔区揭牌成立。央财黄埔研究院

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及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致力经济、金融、

管理的前沿研究，以产教融合的方式

培养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高质量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智力和人才支持。

揭牌仪式前，央财黄埔研究院举

办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与会

领导和理事共话研究院发展，共谋大

湾区未来。据悉，央财黄埔研究院由

中央财经大学与广州市政府、广州开

发区管委会合作共建，以经济管理领

域理论研究、政策咨询、高端人才培

养和金融科技产业孵化为重点，打造

“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开放式创

新平台。

据了解，央财黄埔研究院将依托

中央财经大学师资力量根据研究院

的定位设置研究机构，分批入驻研究

院。鼓励各研究机构针对广州市、粤

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产出一批标志性、

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首批入驻的

研究机构包括金融研究中心、财税研

究中心、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智能财

务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开

放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六大研究

中心。

据悉，在推进央财黄埔研究院成

立的校地合作过程中，从共建双方

第一次会谈到落实项目场所仅用时

37 天，充分彰显了“黄埔速度”。广

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不断深

化与中央财经大学合作，共建中外

教育合作项目，更深入地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肖昆华 孙颖

本报讯 （记者 戈清平） 近日

记者从咸阳高新区管委会获悉，陕西

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基地在咸阳高新

区开工。

据悉，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

基地位于咸阳高新区医药产业园内胭

脂路西延段，总占地 90.42亩，项目一

期投资 1.6亿元，建筑面积约 27000平

方米。拥有设计建设质检中心、中药

前处理及提取楼、综合制剂生产楼、医

院制剂楼、仓储楼、行政办公楼、员工

活动中心等配套设施。主要生产中药

口服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等 20 余个

品种，建成后将新增 1800 个就业岗

位，年产值可达到10亿-15亿元。

该项目依托陕西中医药大学、陕

西省中药资源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

陕西中医药大学制药厂博士后创新基

地，协同推动项目产、学、研一体化发

展。该项目建成后将满足陕西中医药

大学和陕西省内其他院校药学专业实

践教学需要，大力吸引凝聚国内外人

才和优势科技资源，建设中医药研发

产业化基地，对于提高咸阳中药产业

现代化水平，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咸阳高新区以建设百亿

级医药产业园为目标，加快医药产业

集群建设，不断拓展医药产业领域，除

了步长制药、康惠制药孙思邈制药、摩

美得等项目外，目前园区其他医药项

目正在加紧建设。比如东泰制药5栋

钢构外墙已完成，正在室内施工装修，

办公大楼初步设计已完成，科研大楼

基础已完成，东泰二期用地内已完成

电力迁改工程；海尔斯制药生产及包

装车间已封顶，正在进行外墙安装，预

计12月份建成试产；新高新制药办公楼

及生产车间外墙已装修完成，内部装修

正在推进，预计11月份建成试产；达康

制药三期外墙装修已完成，正在内部

装修中，预计11月份完成并入驻。

这些项目的快速建设将为咸阳高

新区医药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下一

步，园区将继续倾力打造优良的软环

境，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无缝隙链

条式的服务，全力以赴为企业解决项

目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保障项目顺利

建成投产，为咸阳市医药产业发展贡

献高新力量。

企业“双创”热为发展注入新活力
——株洲高新区积极推动企业开展“双创”平台建设纪实

央财粤港澳大湾区（黄埔）研究院揭牌

陕西中医药大学科技产业基地开工

江阴高新区：“高科贷”为科技型企业解决融资超亿元

济南高新区：科技创新企业是“主角”

图片来源：株洲高新区

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
累计奖励企业5.8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