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岁末，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

百强榜发布，随州高新区位居第52位，为

湖北省第2，仅次于武汉东湖高新区。

“这张科技感十足和创新力迸发的

榜单，有着鲜明的导向意义：在激烈竞争

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郭晓东说。

2021 年，随州高新区实现高新技术

增加值 38.02 亿元，占全年 GDP 比重

35.72%。今年一季度，全区高新技术增

加值预计同比增长 22.33%，拉动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2.8个百分点，拉动力持

续增强。

瞄准行业空白追风逐浪

今年4月上旬，在湖北晶星公司集成

电路前驱体气体材料正硅酸乙酯生产车

间可以看到，装载该产品的特殊运输设

备正发往全国各地。

“正硅酸乙酯主要参与合成芯片的

集成电路，是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关键原

材料。”湖北晶星公司质量总监张国光

说，“该产品从生产到检测以及运输供应

环节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国内需求主

要依赖从欧美国家进口，其中美国英特

格及空气化工公司两家公司就占全球供

应市场份额80%。”

眼睛向外，湖北晶星公司 2017年即

在随州高新区支持下开始布局，与武汉

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历经 4年终获成功。

“该项原材料技术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

内空白，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和贸易壁

垒，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该种原材料

的公司。”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学

会会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毛二可评价

说。

今年一季度，湖北晶星公司正硅酸

乙酯产品供不应求，产能爆棚。在随州

高新区支持下，该公司投资 3亿元，拟征

地500亩扩产扩能。

像湖北晶星公司一样，随州高新区

先后有湖北犇星新材料、利康医药、泰华

电子等 26家公司抢占行业制高点，走自

主创新之路，多项产品和技术填补了行

业空白。

瞄准产业前沿校企与企企合作

科技创新不但让随州高新区的高科

技企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也助力传统

行业企业华丽转身。

今年 3 月底，在品源现代农业公司

香菇酱加工车间，一罐罐充满国际化韵

味包装的“菇的辣克”香菇酱，陆续走下

生产线，闯进美国、日韩、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海外市场。

小小的“菇的辣克”，在去年成为

随州市乃至湖北省香菇产业的明星产

品，产值超过 18 亿元，其中出口占了

八成。

为全力打造“菇的辣克 ”系列品

牌，随州市高新区促成品源公司与华

中农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省内 10
多家高校合作建立研发平台，先后研

发出香菇乌鸡汤、香菇烧麦、香菇黑蒜

酱、香菇烧椒酱等 30 多个品种。

品源现代农业，只是随州高新区

推进校企合作的一缩影。

在随州武汉理工大学工业研究院

实验区里，人们可以看到，2000 多平方

米的区域，已经围成了大大小小 20 个

区域。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博介绍，每

一个围起来的区域都是一个和随州本

地企业合作的创新项目，平均每个项

目都会给企业带来超 2000 万元的效

益。如最新研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消杀

车，采用高温灭菌的方式，不会对环境

造成二次污染，投产后供不应求。

校企合作红红火火，企企合作也

风生水起：东风公司与马可迅公司合

作研发轻量化车轮、楚威与中车公司

研发智能化生产线……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署产业链，随州高新区 11个校企

共建研发中心集结科技“王牌军”，130
家省级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

创新型企业异军突起：32家行业单

打冠军、1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协作配套，努力突破重要领域关键技

术、共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营造一流创新环境

去年 6月，随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

进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明确规定：2025年，随州高新

区高新技术企业要达到 60家、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超过 60亿元。

锚定目标不放松，随州高新区出招

快、出招准，聚力为企业打造一流创新

环境。

去年 8月，该高新区出台《企业科技

创新积分暨火炬统计管理办法》，从科

技创新投入、产出、经营成长等三大方

面激励企业创新，每一个创新积分折算

成 100元奖励，上不封顶。

去年 10 月，该高新区印发《关于促

进随州高新区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和创新平台的工作方案》，全区新

增 39 家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名

录。

今年 3月底，随州高新区印发《关于

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的通知》，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等 10 个方面

加大科技创新引领。

今年 4 月初，为加快瞪羚企业和潜

在瞪羚企业认定及培育工作，随州高新

区计划出台《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

认定及培育办法》。

扶持创新政策的密集出台，刺激着

每个企业的神经。“每个政策每一项条

款都是真金白银，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和

动力了。”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项 目 建 设 持 续 发

力。一季度，随州高新区重点谋划了涉

及专用汽车、农产品深加工、精细化工

和新能源四大主业的 55个新项目，总投

资达到 216.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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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克波

本报讯 近日，连云港高新

区举办 2022 年招商项目“云签

约”活动，此次共签约项目 36 个，

总投资 84.6 亿元。新冠肺炎疫

情多点散发，连云港高新区积极

利用“云招商”模式，全力挖掘招

商项目，保障区域增长的“源头

活水”。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 36 个项

目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智慧

物流、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其

中工业项目 16 个，计划投资 57.8
亿元，占此次签约项目计划总投

资的 68.3%；服务业项目 19 个，计

划投资 26.5 亿元，占此次签约项

目计划投资的 31.3%；农业项目 1
个，签约额 3000万元。

创新方法“稳”招商。“我们将

投资 4 亿元在连云港高新区建设

打造沪苏鲁地区旗舰级的智能制

造技术研发及成果展示基地。”上

海铂枢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EO 胡吉介绍说，该项目落地将

有助于整合长三角智能制造最新

科技成果，促进智能制造产业在

区域内的推广及应用，并将加速

推动区域制造业向高效智能柔性

产能转型升级。作为国家高新

区，该项目落地将有助于形成招

商“葡萄串”效应，推动更多的制

造业企业向这里集聚。今年以

来，连云港高新区在坚守疫情防

控底线的前提下，借助“云招商”

新模式，通过电话拜访、微信沟

通、视频洽谈等方式，每月新增洽

谈合作项目 30 个以上，真正实现

了“周周有亮点、月月有活动、季

季有签约”。上海铂枢复合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就是这种模式

的一个成果。连云港高新区招商

引资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盯紧在手在谈项目不松懈的

同时，我们确保与客商“云端”“屏

端”交流不掉线，以有序招商为今

年经济发展稳增长保驾护航。

集中力量“快”招商。今年，

连云港高新区强化与南拓指挥部

横向联动，形成了“1+2+3+4+N”

招商引资工作新体系：以“招商中

心+南拓产业招商组”为总调度，

双创中心、企服中心专业方向发

力，3 个园区办为主力军，南拓 4
个镇街为小组团，N 个驻外招商

联络处和产业招商组为小分队。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连云港高新

区累计在库在谈项目 181 个，计

划总投资 603.11 亿元。其中，超

过 50 亿元项目 1 个，计划投资 51
亿元。过 20 亿元项目 5 个，计划

投资 136亿元。超过 10亿元项目

20个，计划投资 323.3亿元。

锚定目标“优”招商。今年以

来，该高新区立足“一区五园”及南

拓区产业发展规划，围绕重点招商

区域和重点招商项目，深化产业延

伸，全力做好招商产业和项目精准

对接。瞄准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京津冀地区与苏州工业园、昆

山工业园等行业对口并有一定合

作基础的地区，借助驻外招商联络

处的力量，深挖区域产业转移项

目，继续招引一批投资大、技术新、

税收高、能耗低的项目。据连云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高新

区将继续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紧盯签约项目落地，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助力企业落地

生根、发展壮大，以实际行动向党

的二十大献礼。

蔡坤 许立博 赵斯亮

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

随州高新区创新型企业群异军突起随州高新区创新型企业群异军突起
本报讯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近日发布一批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待领取信息，此次共有

14 个一致性受理号获批，其中

海口高新区企业康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布洛芬颗粒、海南

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注射用

头孢噻肟钠品种（2 个）分别获

批。

据了解，海南海灵化学制药

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 年，是一家

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专注于高

质量的处方抗生素药物的生产

与销售，共有 130 多个品规的产

品，主要包括抗生素类、心血管

类、肠胃类以及外用乳膏剂等多

种类型的产品。康芝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儿童大健

康的上市企业。该企业主营业

务涵盖制药、母婴健康产品、医

疗服务等领域，并率先成立了以

儿童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内少数

拥有儿童药研发、生产、销售全

产业链的医药企业。

当前，医药产业是海口支柱

产业之一，也是未来长远发展的

重要战略支撑产业。截至目前，

海口市集聚了海南省 80%以上的

医药研发、生产和销售企业，2021

年生物医药行业规模达到 376 亿

元，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近年来，海口市把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

业，大力打造“海口药谷”。海口

市同步实施头部企业招引计划、

企业倍增计划、新药械品种计划、

新业态培育计划、平台支撑计划、

飞地经济计划、精准服务计划，产

城融合计划，为培育“海口药谷”

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平台、打造

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奠定了

良好基础。

2022 年 4 月 11 日 ，海 口 市

重磅发布了海口支持生物医药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政 策 包（100
条），包括药械审评审批政策、

产业发展奖励、税收优惠政策、

人才奖励等多方面的支持，其

中对于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及

其销售收入给予一定的资金奖

励。下一步，海口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将以新药创制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药物安全性评估和动物实验、

国际新药械转移引进为核心，

培育国家级产业集群，同时打

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园区内营

业收入保持年均增长 25%以上，

力 争 到 2025 年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1000 亿元。 高海

本报讯 近日，东莞滨海湾

新区召开 2022 年重大产业项目服

务保障会议，针对各产业项目建

设存在的难点、企业提出的诉求

进行现场协调，确保重大产业项

目按期保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据了解，OPPO 智能制造中心

计划今年完成 18 亿元的投资。目

前，项目厂房主体结构建设已完

成 85%，宿舍主体结构建设已完

成 80%，全球算力中心A 栋正在进

行机电精装修调试，人才房正在

加快推进基坑施工。

欧菲光电影像产业项目计划

今年完成 6 亿元的投资，目前正

在加快厂房、研发楼的主体结构

建设，2 号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

92%，预计将在 5 月份封顶，项目

二期的报批报建手续也在加快推

进中。

正中科学园计划今年完成投

资 7.5 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全力

推进南区地下室和首开区建筑主

体结构建设，计划到今年 6 月底，

南区地下室基本完成主体结构建

设；到年底，首开区的 3 栋高达 30
层的建筑将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按照计划，2022 年，滨海湾新

区重大产业项目计划完成投资近

37 亿元。“重大产业项目是新区经

济发展的‘压舱石’，是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滨

海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孙海波就确保全面完成年度

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提出要求。

董斌

东莞滨海湾新区
全力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坐落于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脚下的

山东金城柯瑞化学有限公司是“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两化”改造的实践

者。作为一家主要以生产头孢菌素三

四代产品的中间体和粗品原料药为主

的医药制造类企业，该公司在实施“两

化”改造工作中一直佳绩频出。目前，

该公司厂区通过“两化”改造，各个自动

化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中。在金

城柯瑞生产车间，随处可见现代化设

备。“我们已经完成了 5个单元 200多套

设备的改造升级，随着设备改造升级，

企业的效率越来越高，企业的效益越来

越好。”该公司负责人说道。

金城柯瑞在实施“两化”改造中，初

步确定了“萃取、非均相分离、液体物料

输送、固体物料输送、蒸馏”5个化工过

程操作单元改造项目。目前，金城柯瑞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项目已

全部完成。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改造项目累计可实现减员20余人，人工

成本每年节约 160 多万元，减下来的人

员，可调配到其他岗位，同时可减轻劳动

强度，也为下一步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随着近年来产业改造升级、新旧动

能转换工作的稳步实施，产业自动化、

智能化纷纷在淄博高新区各个制造类

企业“开花结果”。自2021年《山东省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机械化换人、自动

化减人”工作方案》制定下发后，淄博高

新区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让“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在各个传统制造

类企业得到有效落实，企业效益也在

“两化”改造中得到大幅提升。

淄博市与淄博高新区两级应急管

理部门对企业上报的改造项目，从专业

的高度给予协助，协调资源助力公司解

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通过“两化”改造，在企业危险系数

较高的甲类生产现场，工作人员实现大幅

度减少，还避免意外情况对现场人员带来

安全危害，安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物料

的密闭输送，也为现场操作人员职业健康

防护增设了一道关键的保护层。

在淄博高新区的制造业中，“两

化”改造已经成为了提升企业效益的

主要助力。从客观上说，这也是适应

了当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市场对产

品精度要求愈发提高的新举措。从目

前看，在淄博高新区诸多传统产业中，

不乏主动迭代生产设备，走上智能化

推动发展之路的企业，而这些能够主

动顺应时代要求的企业，往往都收获了

满满的发展动力。

淄博高新区：“两化”改造让产业“嫁接”智能化

海口高新区建设“海口药谷”
3个品种一致性受理号获批

连云港高新区“云签约”
36个项目总投资84.6亿元

▶ 王乔 冯骁珩 李单旎

专用汽车是随州高新区重点谋划的四大主业之一 图片来源：随州高新区

图片来源：连云港高新区
“2020年5月，安钢冷轧公司生产的

无取向硅钢下线。我们企业做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成为安钢冷轧无取向硅

钢的第一批客户。”安钢冷轧下游产业链

企业、安阳莱美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雪丛说。

在安阳高新区企业安阳莱美森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改造一新的1万余平方米

厂房内，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无取向硅

钢卷，高速冲床、摇摆冲床已全部到位，

工人们正在操控纵剪剪刀机裁剪硅钢板

材。安阳莱美森致力于轧钢及机械加

工、冶金建筑、物流交通等产业，年销售

钢能力达200万吨。该公司充分利用无

取向硅钢进行深加工和精密制造，主要

生产电机定子、转子，广泛应用于机器

人、电动汽车、航天航空、水运船舶和各

种家电设备。“经检验，用安钢冷轧硅钢

制做的定子、转子性能十分优异，销售没

有问题。我们将工厂设在安钢冷轧公司

对面，连运输成本都省了。厂房已改造

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待技术工人到岗

后即可正常运转。达产后企业年产值可

达3亿元。”徐雪丛对未来满怀信心。

2021年，安阳高新区紧盯精品钢及

新材料产业，抢抓机遇、奋楫争先，全年

精品钢及新材料全产业链完成产值

122.53亿元，同比增长 36%。目前，总投

资28.5亿元的安钢冷轧电磁新材料项目

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一期工程预计今年

6月完工并投产，这里将成为年产 40万

吨无取向电磁新材料和 10 万吨高磁感

取向电磁新材料的特钢生产基地，对提

升安阳市千亿级精品钢及深加工产业规

模能级、促进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安阳高新区着力

引进一批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安阳莱

美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安阳高新区正在谋划建设的微特电

机产业园，是硅钢产业链的一个“大手

笔”，规划面积约 7万平方米，预计投资

16.8亿元，目前正快马加鞭审批和完善各

项手续，预计10月可开工建设。该园区建

成后，将形成安钢冷轧生产硅钢产品、安

阳莱美森使用硅钢加工电机零部件、河南

达森微特电机使用零部件加工生产成品

电机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产业联动效

应，让安阳电磁新材料及下游电机和变压

器产业迎来大发展。该园区正与全国各

地企业接洽，开展前期延链招商工作。目

前，8家电机企业已入驻，近20家电机企业

有意入驻。该园区产业集群效应初显。

安阳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延链、强

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升产业链

价值。今年，安阳高新区精品钢及新材

料全产业链完成产值预计突破200亿元，

硅钢下游电机产业产值预计达到 50 亿

元。目前，安阳高新区“结构优化和产业

价值链”指标，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较上

一年前进61个位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安阳高新区：“链”式发展 构筑精品钢产业集群
▶ 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