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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秋瑾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静攀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形成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一个个关键词，凝练了一个国家的非凡十年。

每个人都是奋斗者，每个人也都在共享这份成就，分享这份喜悦。将目光汇聚至西安高新区，每

一位高新人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贡献者，也是十年非凡成就的受益者。

幸福感悟至深，蓝图催人奋进。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发中的西安高新区正急流勇

进，奔赴下一个更非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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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我国经
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
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
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十年来，我国生产总量持续攀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而在西安高新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探索实践就在这里生动上演。

走进比亚迪 20GWh 动力电池项目自动化生产线，一线工人与工

业机器人正协同作业组装电池。随着 10 条产线的全部投产，该项目

已实现满负荷运行，这里产出的比亚迪最新刀片电池，将有效满足

市场长期对比亚迪 DM-i 超级混动车型的火爆需求，推动西安高新

区新能源产业链条不断完善，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本地配套

能力。

这是西安高新区以项目带动引领产业发展，把实体经济做实做

强做优的一幕缩影。数据显示，仅今年 1-9月，西安高新区就集中开

工 149 个项目，总投资 2768.8 亿元，集中竣工项目共计 115 个。重点

产业项目持续增产扩能，三星二期二阶段项目已满产，产能达到 26
万片/月；奕斯伟硅产业基地一期二阶段项目已具备 30 万片/月产

能；星环新一工厂扩能升级改造项目已正式投产。

诺瓦电子、海康威视、和利时西北总部基地、华勤丝路总部、天

承生物、大勤医药等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主导产业

项目，以及秦创原集成电路产业加速器、中科院地环所等科技创新

平台项目也正在全力推进主体建设，争取早投产早达效。

以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子布局，推进产业链建链强链补链，西

安高新区正加快构建竞争优势突出的“55611”产业体系（以光电子

信息、汽车、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五大优势

主导产业，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增材制造、卫星应用、5G
等为代表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研发设

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会议会展等为代表的

六大生产性服务产业，外加文旅商贸产业和都市现代农业），推动产

业发展方式不断变革。

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已然显现。十年来，西安高新区经

济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 年上半年，西安高新区实现生产总值

1513.55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排名全国“十强”高新区第一，占西安

市、陕西省总量28.2%、9.9%；西安高新区位列2022年国家“高质量发展百

强园区”第10名。截至第三季度，西安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达 20%以上，工业经济运行保持强劲上扬势头，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正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
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回望十年来我国波澜壮阔的科技创

新历程，西安高新区也在其中印上了一个

坚实脚印。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理念的指引下，西安高新区先后获批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国首个硬科技创

新示范区。

尤其是近年来，西安高新区紧抓秦创

原建设机遇，以“科创高新”建设为统揽，

搭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科技研发平台，

不断壮大科技创新主体规模、夯实硬科技

创新根基，让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强劲。

通过大力支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

创新主体创建新型研发机构，西安高新区

建设了陕西省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

研究院、陕西半导体先导技术中心等一批

新型研发机构，同时围绕硬科技建立多层

次创新平台体系，落地了阿秒光源、高精

度地基授时系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

了西北有色院金属多孔材料实验室等一

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一系列利好因素催化下，西安高新区

科技实力加速释放，在光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接连诞生

一批批“高新造”硬核技术和产品，成为

全球首创、全国首个，或是行业领先、进口

替代。

奕斯伟与西安理工大学成功转化大

尺寸硅单晶技术，实现相关领域关键技术

自主可控；特来电首创的电动汽车群智能

充电技术获得 1071 项技术专利，大幅提

升了充电电池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蓝极

医疗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世界首台功

率 30W 蓝激光手术设备，解决激光治疗

领域“临门一脚”的难题……

仅过去一年，西安高新区企业就收获

158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其中 35项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知识产权申请量以万

计，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 743 亿元，人均

技术合同交易额在全国 173 家国家高新

区中位列第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引擎作用

愈发显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
的伟大变革时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
方位改善。

十年变革，每个高新人都是亲历者，

也是受益者。

今年 9 月，在西安高新区绍文路，一

座美观大方的现代化新校园西安高新

区第四学校投入使用，众多新生在家长

的带领下，满怀期待地来到学校报到。优

秀的师资队伍，宽敞明亮的教室、配置齐

全的各类功能部室，以及崭新的游泳馆、

室内体育馆，让新生和家长脸上露出满意

的笑容。

在西安高新区，教育不仅是民生之本

更是人们向往高新的引力之源。

多年来，西安高新区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打造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教育品牌。去

年以来，西安高新区新建成6座学校，同时

推动24所名校持续领航、50所新校全面提

升、40 所新优质学校加速成长，实现“名

校＋”全面覆盖，师资力量更加雄厚……

10月14日早，家住兴隆社区的张女士

骑上电动车，带着姐姐前往西安高新区人

民医院做检查。这家刚投用的三级甲等

医院，极大地满足了兴隆社区居民的就医

需求。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不断强化医疗服

务能力，建成全国建筑规模最大、床位数

最多的单体医疗机构国际医学中心，构建

起“区—街道—社区”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打造出“15分钟医疗圈”。但是，缺少一家

公立三甲医院，成为高新人抹不去的遗

憾。

2020年，西安高新区人民医院正式开

工，经过两年施工建设，今年9月底正式竣

工，并于 10月 10日开始试运行。从此，高

新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医院。

当然，幸福不止这些。仅在今年，西

安高新区就完成了35条、72公里四好农村

路建设，筹集 2.2285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

房，新增353根（桩）公共停车场充电桩，秦

岭北麓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建成开园……

城市发展的成果，统统转化成为高新人可

感可及的美好生活体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
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
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三星快速干道成为西安高新区连接世

界的重要通道。每一天，西安高新区生产

的存储芯片等高新技术产品都从这里运往

机场、走向世界。

三星快速干道的腹地是西安高新区对

外开放的窗口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在这

仅有 3.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三星

电子、空气化工、住化电子、三星物产等一

批世界 500 强行业领军企业，发展形成了

以半导体产业为主导、国际物流和服务贸

易为支撑的产业布局。这里是西安高新区

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区域。

放眼整个西安高新区，一场更深层次的

对外开放也在加速推进。2016年，中国（陕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作为陕西自贸试

验区的核心区，西安高新区紧抓机遇，掀起

了新一波改革开放浪潮。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化通关程序，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优势

等多种方式推动对外开放不断走向深入，

对外贸易额连年递增。2021 年度西安高

新区实现进出口额3100亿元，占西安市进

出口总值的 77%，以不到 4%的面积创造了

西安市近 80%的外贸进出口额，并吸引了

占西安市70%以上的外商投资。

在此过程中，西安高新区累计探索形

成 330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技术经

理人全程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

式”等 4 项改革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

广，“海关出境危险货物包装监管新模

式”等 13 项改革成果在陕西省复制推

广，为陕西省乃至全国自贸区建设贡献了

丰富的“高新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
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秋风轻拂，建设中的丝路软件城朝气

蓬勃，皂河水自南向北缓缓流过。走进皂

河生态公园，望着平整舒适的步道和被精

心打理的植被，人们难以想象它曾经是一

条又黑又臭的臭水河。

与皂河一样发生蜕变的还有永安渠。

这条曾在田野间默默流淌多年的闲置水渠，

经过开发建设，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丝路科学

城的生态“名片”。

经过改造的永安渠段有了一个新的名

字永安渠海绵城市生态公园。永安渠海绵

城市生态公园全长约 5 公里，西安高新区

以“海绵生态、文化生活、科创交互”为主导

功能，辅以服务总部金融的国际水岸、展

览、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及商业、社区生活

等多种功能，沿水建有海绵绿地、创意广

场、社区公园、文化街区、商业街区等功能

配套设施，使之成为西安滨水新生活的未

来标杆。

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公

园从来都是衡量一座城市的生态底蕴和

宜居指数的重要指标。自成立以来，西

安高新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之路，高度重视公园、绿地建设，先后建

成了新纪元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梁

家滩运动公园等一批综合性公园，并在

城市的边边角角见缝插绿，打造各类口

袋公园，形成了覆盖广泛的绿植绿地，实现

了“三分钟见绿，五分钟见园”。

水系治理、公园建设，只是西安高新区

生态环境改善的缩影。除此以外，西安高

新区每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经多于

252天，PM2.5浓度年均值下降到 45微克/
立方米以下。如今，俯瞰高新大地，城市与

秦岭相依而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座产业

兴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城跃然眼前。

在这新的时代，有发展的波澜壮阔，亦

有洪流中激起的浪花朵朵。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这些关键词背后蕴含的每一次巨变，

高新人都是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共享者、

收获者。幸福感悟至深，蓝图催人奋进。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发中的西安高新

区正急流勇进，奔赴下一个更非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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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 20GWh 动力电池项目

自动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