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株洲高新区培育专精特新种

子库、着力打造小巨人企业的做法及典

型经验，获湖南省政府通报表扬。

2021年，株洲高新区以中国动力谷

自主创新园为科创核心，加快构建全链

条“创新孵化+梯度培育”大孵化体系，全

力培育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培植了菲斯

罗克、嘉成科技等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目前，园区在孵企业（含团

队）近1500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70 家，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25
家。这些企业在所属细分领域精耕细

作，在技术上不断突破，成为全国乃至全

球细分市场中的佼佼者。

夯实系统性“育苗”基础

作为“电控”核心技术领航者的嘉成

科技，经过数年深耕，打破国际垄断，业

务版图不断扩增，预计2021年营业收入

突破3亿元。菲斯罗克在光电子器件与

组件、光纤惯组、专用仪器设备等方面的

研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近3年来，菲斯

罗克复合增长率超过100%。株洲高新区

系统性培育体系见成效，一批“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相继涌现。

近日，湖南省政府在对株洲高新

区通报表扬中指出：株洲高新区抓机

制优化，夯实系统性“育苗”基础，形成

以“双创中心+园创公司+双创协会”

牵头发力的双创工作机制……

为了更好地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之路，株洲高新区持续优化

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奖补等方式，奖补

企业近 5亿元；组建株洲市首只孵化器

联合天使基金，逐步形成全投资链产

业基金布局，总规模上百亿元。

与此同时，株洲高新区不断延伸

孵化链条，积极打造内容完备、形式多

元的孵化载体格局，支持龙头企业设

立专业孵化器，宏达电子、南方阀门等

一批企业孵化器已成为裂变孵化重要

载体。目前，株洲高新区各类孵化器

面积超 300 万平方米，省级以上孵化

器、众创空间 31家。

全方位拓展“引苗”渠道

菲斯罗克入孵 5年，成功跻身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我

国最大的光纤陀螺及组件供应商。株洲高

新区围绕主导产业促项目引进，锚定产业

特色，通过产业链招商等方式，5年来累计

引进优质初创型项目840余个。

德智新材与南航合作研发，突破碳

化硅石墨基座盘“卡脖子”技术，获华为

哈勃基金领投；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挂

帅的火炬安泰，成为全国最大、种类最

全的靶材生产基地。企业积极挖掘产

业特色关联性强的高校资源，以“就地

转化”“飞地孵化”模式，引进转化150余

项科技成果。

如何招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

株洲？株洲高新区动力谷双创中心主

任邱彬表示：“株洲高新区要建立起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

做大后备企业库。专精特新企业正将

成为各地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点，

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是否完善、相关职能

部门干部队伍业务是否精熟，会成为这

类企业优先考量的因素。”

提升靶向式“壮苗”能级

中科（湖南）院一楼，一个“迷你

版”复兴号动车停放在一个环形轨

道上。它能以不同的速度在这个环形

轨道上“奔跑”。这是中科（湖南）先进

轨道交通研究院基础设施上列车运行

安全性动态测试试验平台。这个平台

主要用于研究和测试列车运行安全。

“这个平台为国内首创、国际领

先。”中科（湖南）轨道院副院长刘洋

介绍：“这台‘迷你’的复兴号，是以1∶10
的比例模拟仿真复兴号动车，将作为

整套测试平台的核心部件之一，进行测

试及技术研发。落户动力谷自主创新

园以来，中科（湖南）轨道院参与多项轨

道交通领域的科技攻关项目。

株洲高新区以新型研发机构为

主导，打造“高研值”创新集群，引进

中科（湖南）轨道院、株洲市陕研院

等新型研发机构。陕研院与圣朗新

材料等 10 余家本地企业联合开发新

型复合材料；中国动力谷产业研究

院，聚焦培育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

湖南德龙建成全省首个智能制造领

域全功能产教培训基地；株洲人力

资源产业园运营以来为 10 万人次提

供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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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9日，随着咸宁市委书记孟祥伟一声令下，咸宁长江综合门户港

及公铁水联运、华润赤壁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等 154个项目，在咸宁高新区主会

场及各县市区分会场同步开工。

当天集中开工的项目，总投资达779.3亿元，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生

态文明和社会民生等重大项目。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2个，总投资245亿元；50
亿元以上项目5个，总投资395亿元。 图片来源：咸宁高新区

本报讯 2022年1月8日，在机器轰鸣声

中，123.8m沿海自卸砂船用DIPS-4型直流综

合电力系统，在湘潭高新区湘电动力成功下

线，标志着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先进技术的推广

取得实质性突破。

据介绍，123.8m沿海自卸砂船综合电力系

统，由两套 1900kW 柴油主发电机组及两套

500kWh级储能电站供电，通过1kV直流集成

式变配电系统为两套1600kW电力推进、5套共

3100kW卸砂输送作业电机、全船日用负载供

电，实现了全船能量的统一分配与调度管理。

与传统船舶动力系统相比，该系统可高效

节约燃油、减少排放，且自动化程度、系统运行

效率和空间利用率均大幅提高，船员生活舒适

度得到明显改善。

2021年 12月，123.8m沿海自卸砂船综合

电力系统所有设备的生产制造与系统组装在

湘电电力完成，当月底即进入陆上联调试验阶

段。该产品的首批客户代表表示，他们将在最

短的时间内下水并投入运营。

船舶直流综合电力系统具有高功率密度、

高效率、易于储能接入等优点，是船舶动力的

发展方向。

近年来，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依托国内

顶级院士团队船舶综合电力系统的核心技术，

凭借综合电力系统设备生产制造与系统集成试

验方面的强劲实力，积极推进船舶综合电力系

统的创新应用。其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为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工程化应用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吴新春 刘澜

本报讯 位于乐山高新区的东

风智能配套产业园项目于近日完成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据介绍，东风智能配套产业园

一期项目 1 至 13 号厂房已全部封

顶。其中，1、2、8 号厂房的建设进度

更快，工人们正在用墙面瓦对这 3 栋

厂房的外立面进行装修，已基本完

工。其余厂房内，工人们则拿着标

尺正有条不紊在进行地坪施工。

“目前 1、2 号楼正在进行的是围

护结构的施工，现场路面已经形成 3
条主通道以便材料进场，地下管网

的雨污水和给排水工程都已全面完

成。”据该项目经理陈君林介绍，该

项目分为三期，一期项目占地 110

亩，共有 13 栋厂房，包括环保润滑油

车间，区域小型仓储等，“预计一期

项目将在今年 3月底全面完工。”

据悉，东风智能配套产业园项

目位于乐山高新区乐宜高速西侧，

项目总占地面积 343 亩，总建筑面

积逾 3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30 亿

元。项目主要为汽车配套零配件、

车辆改（组）装、区域销售总部、智

慧物流中心等提供生产及配套保

障。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

35 亿元以上，税收 1.5 亿元以上，解

决就业 2000 人，有利于加快引进商

用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有效

带动乐山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车忠勤

本报讯 作为肇庆市工业经济发

展的主引擎，肇庆高新区近年来随着

园区 700多家企业相继投产和增资扩

产，土地要素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压力。园区发展需要用地，招商引资需

要用地，产业转型更需要用地，地从哪里

来？

为破解项目落地土地制约难题，

肇庆高新区采取“零土地”招商模

式，通过调取资料、逐户走访企业等

途径，认真梳理，建立“零土地招商”

厂房资源，在产业项目招引过程中，

以“腾笼换鸟”模式推动闲置土地厂

房出租或转让，实施二次招商，全面

盘活有限土地资源，实现“增资增效不

增地”。

“我们搬来之前，厂房里杂草丛

生、堆满了废旧物，通过‘零土地’招商

模式，原厂房经过翻新改造，马上就可

以投入使用，节省了时间和资金成

本。高新区这种盘活闲置厂房的方

式，不仅实现了土地资源有效集约利

用，也为项目快速投产提供了保障。”

肇庆高新区企业合普动力（广州）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腾笼换鸟”的方式盘活原凯龙

数控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建立了广东

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广东省企业技

术中心，成功实现产品的更新迭代，成

为小鹏汽车首款车型 G3 的电机供应

商，以及菲亚特、比亚迪、吉利等企业

的合作伙伴。

小鹏汽车二期项目在不新增用地

的基础上实现当天签约、当天动工、当

月出产见效，项目达产后，肇庆智造基

地整车设计年产能从 10 万辆提高到

20万辆，成为肇庆高新区2021年“零土

地”招商的典范。

同时，肇庆高新区充分发挥宁德

时代与小鹏汽车的“双龙头”效应，抓

住部分新能源配套项目需加快落地的

特点，引导其通过租赁厂房的“短平

快”方式落户，引进了合林立业、常州

巨石新能源、重庆延锋安道拓汽车座

椅、天铭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等优质新

能源产业项目。

在此基础上，肇庆高新区围绕主

导产业开展“零土地招商”，引进了佰

利鲜食品、旺鲜食品、先高电子、海美

新材料、浩石集成房屋等效益高、见效

快的优质项目，涵盖食品饮料、电子信

息、家具制造等优势主导产业，进一步

增强了高新区“造血能力”。

2021 年，肇庆高新区通过项目入

园评审的租赁类项目共 64个，总投资

额近30亿元；已落地项目约40个，共租

用面积约25万平方米，当年引进、落地

及投产见效的项目超20个。 沈文利

近日从烟台高新区传来喜讯，2021
年烟台高新区对韩招商引资取得亮眼

“成绩单”，各项数据创历史新高，区内

韩资企业数量达到36家，是中韩产业园

成立之初的5.14倍；累计实际利用韩资

6000余万美元，是中韩产业园成立前的

12倍。2021年引进韩国增投资项目 11
个，创下建区以来韩企注册数量最高记

录。

韩资项目落地增量
“最多”的一年

中韩(烟台)产业园是国家级国别合

作园区，承载着撬动中韩两国产业合作

新跨越的重大使命。

中韩(烟台)产业园总规划面积 80.4
平方公里，分布于烟台对外开放程度最

高、政策服务最便捷的烟台开发区、烟

台高新区、牟平区 3 个区域。中韩(烟
台)产业园核心区东区位于烟台高新

区，总面积约 10.4 平方公里。产业园

成立之前，烟台高新区内韩资企业发

展基础薄弱，当时韩资企业仅有 7 家。

烟台高新区以园区机构改革为契机，

充分发挥国际招商产业园、中韩产业

园等园区战略叠加效应，集聚全区外

语高素质人才，组建专业化、复合型的

招商队伍，出台实施意见，通过定目

标、明重点、强措施、聚合力，实现“一

套方案、一个团队、一抓到底”，致力打

造开放、高效、务实的国际投资合作园

区。

他们在招商引资上“拓荒”，在服

务和政策上“革新”，为园区企业的发

展“保驾护航”，2021 年实现了韩资项

目落地增量最多、发展存量最快、招引

质量最优的一年。园区重点韩资项目

艾多美中国总部成功获批烟台市首家

也是唯一的山东省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同时积极实施产业链培育，打造

中韩合作的新标杆。

韩资项目发展存量
“最快”的一年

招商引资重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

所引进项目与高新区的共同成长、共同发

展。烟台高新区助力已落户的韩资项目

步入建设“快车道”，促成早投产、早达

效。成功推动得皓齿增资扩产项目完成

厂房消防验收，实现增资部分投入全部到

位；科玛保健食品项目平稳运行，完成试

生产，顺利进入阶段性安全性测试环节；

为韩资企业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进口生

产设备等提供全方位协助，帮助企业完成

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外籍人员人才

等级升级等，2021年引进了外国专家 5
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5名。

园区精心培育了一批发展势头越来

越好的大型优质品牌企业，其中艾多美株

式会社作为韩国知名电商企业，经过烟台

高新区招商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功入驻高

新区。

自艾多美网上销售平台上线一年来，

该公司得益于及时转变经营方式和对

中国市场的正确定位，经营业绩逆势

上扬，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运营，当

年入榜烟台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百强

企业的佳绩；2021 年又成功获批山东

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成为烟台

市首家也是唯一的通过认定的外资企

业，并成为山东省内单体最大的跨境

电商平台企业，极大地促进了烟台高新

区及全市进口贸易的发展。

韩资项目招引质量
“最优”的一年

按照振兴实体经济要求，烟台高

新区优先引进先进制造业外资项目，

新增的 11 个韩资项目更是实现了先

进制造业占比 100%——成功招引了

艾多美健康食品产业项目（一期）、韩

国制药项目、艾舒芯健康卫生用品项

目、艾科美世厨房用品项目、惜恩喜

大健康日用品项目等一批符合烟台

高新区主导产业方向的大项目、好项

目，目前均已完成注册落地，顺利开

展厂房选址租赁、装修方案设计、生

产资质申请等。

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靠核心企业

和龙头企业，更需要完整完善的产业

链，不能让链头企业独木难支。目前

烟台高新区正在依托已落户的艾多

美总部项目，积极实施产业链培育计

划，大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

大强链、延链、补链力度。同时在营

商环境的打造上下苦功夫、真功夫、

新功夫，烟台高新区秉持着“急企业

之所急 想企业之所想”的精神，当好

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为企业提供包

含土地供应、手续办理、项目审批、许

可授权等在内的一站式服务。通过

复制自贸区先进经验，采用跨境审批

方式，引进韩国 EIBE 株式会社跨境电

商项目并颁发了中韩(烟台)产业园第

一张跨境电商项目营业执照。

2021年引进韩国增投资项目11个

烟台高新区中韩产业园“成绩单”亮眼

株洲高新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获通报表扬
▶ 杨如 李媛

肇庆高新区“零土地”招商

乐山高新区又一项目全面封顶

▶ 李文静 刘欣

本报讯 近日，在华天科技 ( 宝

鸡 ) 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新建的一条

高可靠性蚀刻精密引线框架生产线已

经开始试生产。截至 2021年年底，宝

鸡高新区46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全部开

工，已提前完成116.4亿元的年度投资

建设任务。

引线框架是集成电路的芯片载

体，市场上供不应求，其中高端产品主

要靠进口。华天科技集成电路蚀刻精

密引线框架项目是市级重点项目，全面

建成投产后，可有效打破国外对蚀刻引

线框架技术产品的垄断。这个项目

2021年4月开工建设，仅用8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年度投资建设任务。高新区

在建（续建）重点项目中，凤师实验小学、

法士特立体车库等项目已建成投用 ；

瑞科贵金属催化剂、凤师幼儿园等项目

已全面建成 ；拓普达高端装备用钛及

钛合金制品全产业链、嘉琦优质钛棒丝

等项目部分生产线已投产。

2021年以来，宝鸡高新区紧盯年度

重点建设项目目标不放松，年初制定

印发了《宝鸡高新区重点项目管理与

推进办法（试行）》，建立了领导包抓、

月通报、周调度项目建设机制，及时

摸排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 ；先后

集中开工 3 批 52 个项目，高标准完

成了全省重点项目云观摩和 2 次全

市重点项目观摩 ；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 刁江岭

宝鸡高新区：提前完成重点项目
2021年度投资任务

123.8m沿海自卸砂船
综合电力系统成功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