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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吉妮）

近日，益阳市信维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21岁的谢天宇在生产线

上调试设备。他从益阳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后，通过招聘进入公司，仅用

一年半的时间就掌握了打码机编程、

设备调试、现场管理等多个岗位的工

作，成长为一名设备工程师。

“从 2020年 4月在益阳高新区投

产开始，我们定期到益阳本地大中

专学校招聘，特别是益阳职业技术

学院为我们输送了大量人才。”该

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毛传明说，“我

们从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招的这批人

中有 50人留了下来，目前有 2人成为

工程师（1名设备工程师、1名工艺工

程师），现在他们都已是公司的核心

技术人员。”

一线技术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

的重要资源，益阳信维声学公司人力

资源部在益阳高新区各个部门的协

调帮助下，从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益

阳技工学校招聘了首批100名优秀毕

业生，送到深圳集团总部培训，并针

对学生特点制定完整的培养计划。

每名学生进入企业后，会有一个

按照从D、C、B、A的顺序循序渐进的

晋升过程。

据悉，益阳信维声学现已与益阳

职业技术学院（高新产业学院）、益阳

高级技工学校合作创办了“信维”班，

通过校企联合，至今已培养超过 200
名益阳本地大中专毕业生成为公司

一线技术骨干。

近日，成都高新区在四川省率先发

布《成都高新区打造稳定公平可及营商

环境标杆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为未来 5 年营商环境建设提供行动指

南、工作指引，更大力度提升市场化水

平、健全法治化保障、加快国际化步伐、

促进服务便利化。

此次出台的《行动计划》在落实中

央、省、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基础上，

广泛对标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营商

环境改革最新举措，结合区域产业发展

需求，提出“三步走”目标，力争到 2025
年，形成与世界发达地区比肩的核心竞

争力和吸引力。

《行动计划》以服务企业全生命周

期需求为指引，聚焦市场准入、投资建

设、融资信贷、科研创新、要素获取、法

治保障等关键领域，推出了68项举措。

“一企一档”
数字赋能精准服务

去年，成都高新区将政策申报“一

窗式”受理升级为“免申即享”，利用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主动将政策与符合申

报条件的企业进行匹配，推动政策申报

由“企业自主申报”向“政府筛检送需”

转变，符合条件即可直接拨付资金。

去年 12月，成都高新区首次将“外

经贸政策”纳入“免申即享”工作试点，

受惠企业74家，拨付资金801万元。今

年 7 月，试点范围拓展到“高质量发展

专项奖”“支持企业多渠道融资”等 4项

政策范围，受惠企业扩大至 3000余家，

拨付资金提高至 5000 余万元，企业获

得感进一步增强。

如何更加精准、智能、高效服务企

业？《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成都高新

区将依托智慧治理平台，汇聚企业基础

数据，建立涉企数据库，打造“一企一

档”。通过企业基础数据和企业信用数

据等多维度数据形成企业精准“画像”，

赋能政务服务、市场监管、企业服务、政

策精准匹配和楼宇管理等领域，助力政

策制定，推动政企交流，不断推动各类

政策“免申即享”。

知识产权“云警务室”
深化“放管服”改革

对于创新型科技企业而言，知识产

权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而知识产权案件往

往存在取证难、耗时长、联动部门多、技

术专业性强等特点，仅仅加强知识产权

的刑事保护远远不够，还要整合公安、

法院、检察机关职能，实现对知识产权

的多层次、综合性司法保护。

成都高新区历来重视企业权益保

护，首创了知识产权案件“双报”机制。

此次的《行动计划》加大了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设立“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开

通知识产权报案材料网上预审通道，提

供案件线上法律咨询服务，畅通公安、

法院、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沟通渠道，

协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通过线上平

台对企业提供宣传、咨询、材料预审等

服务，系统集成相关法律条款及司法解

释，搜集相关案例，为企业保护知识产

权提供支持。

百个“一件事一次办”
“用户思维”减环节

今年 1 月，成都高新区推出“一业

一证”改革，实行“一单告知、一表申请、

一标核准、一窗出证”的“四个一”服务

模式，减证并证、并联办理、一并发证，

实现“准入即准营”“一次办结全部证

照”。成都海湾大酒店办理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共卫生许可证、特

种行业许可证、营业前消防检查、演出

场所备案6项经营许可，5.5个工作日办

结全部证照，压缩法定办理时限 120多

个工作日，压缩承诺时限至少 21 个工

作日，获得了企业的高度赞誉。

此次的《行动计划》衍变了多项

举措，在企业办事环节上做“减法”，

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增强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

尤其针对涉及经济利益大、专业技

术性强、审批流程长、审批环节多、咨询

业务量大的工程建设领域，企业反映

“多头跑”“反复跑““找门难”，办事体验

差等问题，《行动计划》提出，将全力打

造工程建设全流程“一站式”审批审查

服务中心，实行“窗口集中、人员集中、

事项集中”服务模式，实现 56个高频事

项全入驻，做实咨询辅导、帮办代办、沟

通协调等线下服务。

下一步，为推动《行动计划》等改革

方案高效落实，成都高新区将探索数

字赋能监督工作方式，将于近期上线

“营商云眼”数字化监督平台。通过

该平台可全面展示营商环境监督情

况，对落后指标提出预警并跟进监

督，实时更新整改情况，以数字化手

段提升监督监管的精准度、有效性、

及时性，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护航营商

环境建设作用，推动营商环境实现“有

感受的变化”，加快打造稳定公平可及

的营商环境先行标杆。

作为秦创原咸阳核心区，咸阳高

新区今年以来充分利用秦创原载体，

不断加快建设步伐，全力优化配套服

务，切实抓好企业入驻落地。科技、产

业、人才等要素正不断向该园区集聚。

打通“总窗口”
实现零距离连通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是陕西省

创新驱动发展总平台和创新驱动发展

总源头，是打破科技优势与经济发展

转化“堵点”的关键之举，是陕西省最

大的孵化器和科技成果转化特区。

2021 年 3 月 30 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

台正式授牌成立。

与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总窗口”

实行零距离连通的西部（咸阳）科技创

业湾，目前正依托秦创原、西部创新港

建设人才“栖息地”和创新“策源地”，

该项目已于今年4月开工，目前人才公

寓、院士工作站、交大人居学院等正在

高标准建设中。

此外，投资 3000万元修建的高新

大桥便桥已通车，咸阳高新区与中国

西部科技创新港已实现“零距离”对

接，该桥可谓一座“人才桥”，联通着人

才与企业，连接着发展与未来。

“筑巢引凤”
区域活力不断释放

今年以来，咸阳高新区围绕主导

产业、着眼打通“产学研用”链条，先

后举办了大规模路演活动 3 次，牵线

搭桥科研院所与企业签订合作项目

14 个，推介科技成果项目 18 个。新

投用 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累计建

成 70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截至目前，华道生物及国科镁业

已正式签约，这是咸阳高新区响应秦

创原建设号召而招引的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

据悉，华道生物、国科镁业分别

由原四医大科研团队、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团队提供技术支持，这些企业的

签约对于咸阳高新区搭建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对接平台，打造“产学研

用”完整链条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投资齐发力
助力尖端成果转化

今年以来，咸阳坚持创新驱动和

投资拉动齐发力，突出提档升级、提

速增量、提质增效、提能增智，系统

推动基础产业固本增效，传统产业

转型增力、新兴产业接续增量，秦创

原创新驱动平台为高新企业产学研

“一体化”合作提供了更充足、更有

利的条件。

陕西天成航空材料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高品质钛材生产，企业长期坚

持自主创新，多项产线设计和制备技

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截

至目前，天成航材已通过自主创新解

决了多项国家航空、航天领域关键核

心材料“卡脖子”难题，拥有航空紧固

件用大单重钛盘卷、超细晶叶片用棒

及飞机结构件用高一致性钛棒等多项

行业领先的工艺技术，推动钛产业不

断向高端制造迈进。

目前，天成航材已与中科院金属

所师昌绪先进材料创新中心联合成立

先进钛合金轧制技术联合实验室，就

航空、医疗等高端领域钛合金应用开

展合作共研，推进国产钛合金工艺变

革。

下一步，咸阳高新区将抢抓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重大机遇，

统筹区内招商、项目建设、园区配套

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基地，为咸阳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

力量。

近年来，宜春丰城高新区做强做深

循环经济首位产业，补链壮链发展机械

电子产业，发展绿色食品及医药产业，优

化提升发展陶瓷家居产业，开拓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着力推进各产业链的

稳链、补链、畅链、延链、强链工作，聚焦聚

力产业集群发展，助推产业集群化发展扬

优成势，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循环经济产业是宜春丰城高新区的

首位产业，目前已签约入驻企业 130 多

家，协议总投资超 500亿元，形成了从废

旧资源回收、拆解、分选、熔炼、精深加

工的完整循环产业体系，已基本建成再

生铜、再生铝、再生塑料3条特色产业链。

数据显示，2020 年宜春丰城高新区

循环经济产业的铜、铝、塑料三大主营板

块的产量均超过 60万吨，今年上半年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253.89 亿元，同比增长

73.15%，占园区营业收入的 64.85%；完成

利润总额 18.86亿元，同比增长 103.22%，

首位产业集聚度达到64.85%。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主要以电厂一

期、二期、新高焦化、黑豹等企业为龙

头。目前，丰电三期建设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中，通过增容扩电，拟打造成我国南

部县域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

墙体材料，水泥、石膏、防水材料，管

材等代表企业有江西浙丰管业、江西坤

泰环保等。上半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7.29亿元，占园区营业收入的12.33%。

陶瓷家居产业聚集了和美、东鹏、斯

米克、3家精品建筑陶瓷企业，规模达到

十亿级，部分产品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

地位，具有绿色多功能应用特色和在制

造上节能环保的先进性。

作为宜春丰城高新区高端建材产业

群的产业延伸，智能家居城通过与少海

汇开展战略合作，建设了少海汇智能健

康家居生态产业园，为用户提供囊括家

居和家电在内的智慧家居解决方案，解

决住居空间的链接问题。这一产业上半

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0.11亿元，占园区

营业收入的10.25%。

机械电子产业拥有富士康、佛吉亚

歌乐等世界500强企业。此外，华伍股份

的制动器制造细分领域市场份额占比达

70%-80%。

绿色食品及医药产业主要以恒顶、

天玉、春光、科邦等为龙头，规模以上企

业32家。恒顶食品、中超食品、曼辰食品

等企业的大米糖浆年产能达到 40万吨，

占全国大米糖浆生产总量的24%，是全国

大米糖浆最大产地。上半年完成营业收

入24.07亿元，占园区营业收入的6.15%。

在近日举办的 2021年中国-东盟柳州市投资合作洽谈会上，柳东新区与 5家投

资商签约合作项目，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涉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与生产、清洁能源、

房地产、生活用纸设备生产。 图片来源：柳州高新区

本报讯 近日，全国首批12个绿

色低碳示范园区“出炉”，无锡高新区

榜上有名。

近年来，无锡高新区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

路。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聚力打

造“6+2+X”现代特色产业集群，目前，

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分别提高到 49.7%、52.5%、

68.5%。

“十三五”期间，累计实施节能与

循环经济项目 102 个，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 80个，单位GDP能耗下降 18%，

获批国家绿色工厂 4家、国家绿色制

造产业项目3个。

“美丽新吴”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建成公园 75个、造林 3900余亩、绿地

180万平方米，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城

市颜值不断刷新、品质全面提升。

根据无锡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今年 5月 19日，无锡高新区挂牌成立

了江苏省首个零碳科技产业园——

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

下一步，无锡高新区将紧紧围绕

“3060”双碳目标，深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加强绿色技术供给、构建绿色

产业体系、健全绿色发展机制，开展

绿色产业补链强链行动，进一步探索

和形成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崛起的高

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园区污染物排

放和能耗大幅下降，绿色技术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

善，自然生态和谐、环境友好和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不断强化，积极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以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为重要

抓手，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实现，努力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

名的零碳产业要素集聚地、行业应用

示范地、国际交流首选地、零碳人才

汇集地、绿色技术策源地，积极争创

国家级绿色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和国

家高新区绿色发展示范园区。

吴敏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近日兰州高新区税务

局全面聚焦中小企业发展，成立专家

团队为辖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私人

定制”服务，通过建立常态化、长效化

合作沟通机制，实行“一户一策”，精

准推送税收政策，助力中小企业茁壮

成长。

甘肃通源伟业机械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建筑工程机械设

备生产、销售、安装、拆卸、维修及技

术咨询、技术检测和技术服务的企

业。2021 年入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名单。受疫情影响，该企业出现有效

需求疲软、回款困难等问题。兰州高

新区税务局专家团队实地走访，了解

企业基本情况和实际困难，针对延期

缴纳税款、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固

定资产一次性扣除等业务进行详细

的政策解读与辅导，落实落细政策法

规，确保企业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

策。

同 时 ，为 帮 助 企 业 以“ 信 ”换

“贷”，兰州高新区税务局集中开展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专题培训，主动为银

行和企业牵线搭桥，向企业推广“税易

贷”银税互动产品，积极促成银企合作，

为困境中的企业快速“输血”，注入新活

力，保护“小微之苗”健康成长。

以政策赋能小微企业，为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添动能，是助力经济行稳致

远的关键之举。兰州高新区税务局拟

持续推进“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畅通税

企沟通桥梁，让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和纳

税服务新举措及时惠及中小企业，推

动企业向行业“小巨人”蝶变。 肖娟

兰州高新区“春雨润苗”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无锡高新区入选
全国首批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益阳高新区
企校联合定制专业人才

打造营商环境先行标杆
——成都高新区发布5年行动计划

▶ 高小欣

宜春丰城高新区
产业集群扬优成势

咸阳高新区：依托“秦创原”加速科技要素集聚
▶ 本报记者 戈清平

▶ 本报特约通讯员 蔡学贤

近日，抚州高新区举行数据治理及人工智能（AI）应用人才培养政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抚州高新区管委会、抚州职业技术

学校、江西昱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签订了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近年来，抚州高新区十分重视联合本地院校，深耕

园区企业、深挖本土人才，深入推进与抚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全方位、各领域合作，每年引进毕业生就业、在校生实习500余人

次，政校企合作关系不断走深走实、走出了成效。 图片来源：抚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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