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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镜头

安徽省芜湖市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的大城市，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

区）正位于长江之滨,是长三角联系安徽的纽带。

在长江大保护战略逐步深化之时，如何让工业绿、

产业优起来，成为经开区的工作重点。于是，经开

区以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为契机，抓住长

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的机遇，打造自主创新的发

展新高地，构建了产业高效集聚、资源能源高效利

用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多能源互补的清洁能源

体系等。近日，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通过了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专家论证验收会。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副主任陈吕军说，经开区积极探寻绿色发展之

路，如今，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变得优

美，产业特色更加鲜明，初步实现了水清岸绿天

蓝产业优，建成宜居宜业的美丽经开区目标。

芜湖经开区从建区伊始在最初的滩涂荒地

上起步，20 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

历了和其他工业园区相似的发展之路。但在经

济总量高速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消耗快速

增长、环境承载力受限、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

题，产业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调整成为园区面临的

一道考题。

芜湖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说，作为安徽省第一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在发展方式的转

变上率先突破。为此，2013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创建工作，以创建为契机，探索园

区绿色发展之路。

园区想“绿”起来，就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引

领，打造经济升级版。“经开区的一个重要行动是

以龙头企业带动，构建生态产业链。”陈吕军说。

经开区以汽车企业集团为核心，打造自主品

牌，形成了汽车研发、零部件、整车制造、废旧汽车

拆解及再制造产业链条。并加强信息技术、智能

技术在支柱产业中的应用，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

装备，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家用电器行业是园区的第二主导产业。以

美的、日立为龙头，形成从零部件到家电整机，从

生产到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辐射经开区内 20多家

企业，配套率达到 85%。新材料行业的产业链

网，主要是由鑫科、楚江为代表的铜基材料深加

工产业链,与区内外企业形成废铜、废五金电器、

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资源化利用产业链等。

陈吕军说，目前，经开区内已形成“3+3+N”特

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即已形成了产业配套较为完

善的汽车及零部件、家用电器、新材料三大支柱产

业；发展了具有较大规模和竞争力的光电显示、汽

车电子、轨道交通三个重点接续产业；重点孵化了

工业机器人、5G通信和智能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绿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构建生态产业链的同时，也获得了丰硕成

果。2018 年，经开区实现产值 1330.3 亿元，在商

务部对全国 219个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

核中位列第 15位，科技创新列第 6位。

龙头企业带动，构建生态产业链

芜湖经开区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一度占据

了一半以上的比重，于是，清洁能源成为了工业

污染治理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经

开区构建了多能互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太阳

推进低碳发展，构建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体系

本报记者 李 禾

芜湖经开区作为传统的工业园区，制造业企

业数量多、经济体量大，工业污染防治是重中之

重。陈吕军说，经开区通过源头管控和末端治理

并举，污染物减排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力，

强化工业污染全过程防控。

比如经开区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开展

中水和冷凝水回用，源头节水，提高水资源重复

利用率。芜湖天能自主开发了蒸汽冷凝水回收

再利用系统，每年节约新鲜用水 24 万立方米，

单位产值新鲜水耗从 4.7 立方米/万元下降到

1.6 立方米/万元。园区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VOCs）排放主要集中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在涂

装过程中，改用水性涂料和固体涂料替代溶剂

型涂料，机器人喷涂代替人工喷涂，采用高压静

电喷涂，油漆利用率达 90%以上；相关企业采用

了除尘和焚烧炉尾气处理装置等，VOCs 去除

率达 99%。

陈吕军说，在园区层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共

生”来推进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如芜湖市生活垃

圾实现了在经开区资源化利用，形成“生活垃圾—

发电厂—建材生产”的共生体系；发电厂建设污

泥焚烧项目，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等。

芜湖经开区滨江带水、区内沟渠纵横、地表

水系发达，下游汇入长江，内河水质的提升对长

江大保护意义重大。于是，经开区深入开展了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加大重点流域环境综

合治理，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特别是经过反复思

考论证，采取了水岸联动、综合施治的措施对水

环境进行彻底整治。实施源头管控，组织实施重

点企业水污染防治项目和居民小区、公共单位控

源截污工程，开展城市管网排查改造，在城市管

网覆盖不到的农村居民点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等。自 2016年开始，共投入 6亿元用于园区水

环境治理和市政管网改造。截至 2019年底，中心

城区明渠等 25条黑臭水体已完成达标改造，监测

数据显示，明渠水体指标达到了地表水四类水

质，为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经

济带而努力。

控点溯源，强化工业污染全过程防控

水清天蓝产业优水清天蓝产业优，，
这个滩涂荒地上起步的园区咋做到的这个滩涂荒地上起步的园区咋做到的

科技日报讯（记者盛利）记者近日从成都高新区获悉，日前在中国

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的人力资源协同产业功能区

发展大会上，园区首次发布人力资源服务需求清单、服务产品清单“两

张清单”及人力资源协同五大应用场景，收集产业功能区共 245家企业

的人力资源服务常态需求、2020年急需服务项目等。

新发布的《成都市产业功能区人力资源服务需求清单》从人力资源

服务的各类业态中明确了企业常态需求；从所属产业、招聘项目专业和层

次、培训项目专业和规模、外包项目岗位和规模等，明确了产业功能区企

业急需的具体项目。同样首次发布的《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服

务产品清单》，针对“人才成长全生命周期”及“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收

集整理了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近200家优质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千余项优势服务产品，着力解决人才和企业发展痛点。

围绕成都“16+1”产业生态圈和 66个产业功能区建设，目前中国成

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还首次提出了打造人力资源协同最优“应用场

景”的理念，首批创新推出的人力资源协同五大应用场景，包括“HR+

流量经济”“HR+高新技术”“HR+生物医药”等。同时，为更好地协同

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该园区还推出了“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人力资源服务在线交易平台”，未来将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在线

交易、服务、展示方式，满足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

成都高新区

发布人力资源两张清单

科技日报讯（陈曦）日前，中国共产党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渤龙湖科技园召开。会议提出今后五年将开

展“五大行动”，要在国家高新区发展序列中争先进位，形成在全国具有

标杆意义的创新示范。三年内回归全国高新区序列排名前十五，五年

内排名进入前十二、力争进入前十，争取纳入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序列。

据悉，“五大行动”是指聚焦高质量发展，聚力开展空间格局优化行

动；聚焦高端高质，聚力开展产业能级提升行动；聚焦创新引领，聚力开

展新兴动能培育行动；聚焦赋能增效，聚力开展深化改革攻坚行动；聚

焦人民至上，聚力开展城市品质提升行动。

在空间格局优化行动方面，着力构建“一谷四区、特色鲜明、相互支

撑、协调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一是突出海洋片区“主战场”地位，大力

发展安全自主可控产业，着力构建“安、芯、智、业”大安全产业体系，打造

“中国安信谷·滨海智核”；二是突出华苑片区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毗邻市

区，周边高校集聚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以“互联网+”服务、科技服务业、

总部商务为核心的新经济服务业；三是突出渤龙湖片区发展潜力，发展新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智能制造产，打造高端制造业集聚区；四是突出京

津合作示范区战略优势，全力支持与服务北京首创集团，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资源疏解，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

据介绍，天津滨海高新区近年来重大战略取得新进展，综合实力迈

上新台阶。京津合作示范区、滨海中关村（天津自创区）创新中心建设加

快推进，包括紫光云谷产业园、今日头条、中环半导体产业园、58到家、国

美智能家居总部等百余个重点项目相继落户，投资总额超过300亿元；集

聚以中科曙光、飞腾、麒麟、华为、奇虎 360为代表的一批行业领军项目，

聚焦培育新动能，引育了云账户、紫光云总部、腾讯 IDC数据中心、立联

信中国工厂、途牛北方研发中心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天津滨海高新区

将开展“五大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黄新通）近日，记者从福州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获悉，当前该园区已入驻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中心在内的省部创新平台 33 个，校企合作平台 11 个，累积孵化科技型

企业 200余家，实现了校企合作的“零距离”对接，科创“总部经济”模式

已初见成效。

据了解，自 2014 年获批国家大学科技园以来，福大科技园积极实

施“一园三区”战略，按照“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一体化的科技创业

孵化链条，形成了校企合作研发、项目孵化及产业化加速模式，部署以

怡山科技孵化器为基础与核心，向前后两端延伸建立旗山创业苗圃和

铜盘加速器的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体系。

福州大学副校长黄志刚表示，福大科技园已成为福州大学服务地

方区域经济建设的主要平台和重要窗口，基本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为一体的支撑和服务体系。他希

望通过一体化发展的大园区建设体制机制，更好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形成产业与

学科互动的示范性国家大学科技园。

福大国家科技园

科创“总部经济”初具雏形

成都高新区举办人才嘉年华活动 受访单位供图

通过生态修复通过生态修复、、水系流动彻底改变水系流动彻底改变““两湖两湖””水质等环境面貌水质等环境面貌，，
芜湖经开区内银湖俯瞰一片绿水青山芜湖经开区内银湖俯瞰一片绿水青山。。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老旧厂区记录了老工业基地河南洛阳的发

展印记，随着洛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一些昔日

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变成冷清寂寥的闲置空间，

如何发掘旧厂房的新价值成为新课题。洛阳利

用闲置厂房，打造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产业园

区，从工业建筑中发掘创意经济。

古今交融 工业遗迹“变
身”创意园区

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工业

重镇，“一五”期间，全国 156项重点工程有 7项落

户洛阳。洛阳市涧西区是工程集聚地，60 余年

前，一座座厂房在庄稼地里拔地而起，一批批技

术工人“千军万马会洛阳”。60余年后，随着国企

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厂房停产闲置，老旧

厂房转化利用，涧西先行先试。

“仅企业有转化利用意向的闲置厂区就有

1269亩。”涧西区文旅局副局长武傲说，在寸土寸

金的市区，这些都是埋没的“宝藏”。

东方文创园创始人闵晓冰是废旧厂房里的

“掘金人”。2017年，他在涧西发现一块遮掩于荒

草杂木中的“宝地”——原洛阳一拖建机厂旧

址。“环境好，空间大，租金低，自带历史文化气

息，适合我们的产业定位。”闵晓冰改造时保留了

红砖、钢结构等工业遗迹的鲜明特色，再让入驻

的影城等商户自主添加创意元素。2019 年开业

后，2.4 万平方米厂房出租率达 90%以上，预计园

区当年净收益 150万元左右。

“我想做有浓浓洛阳味的书店，这里有历史

遗迹，也有工业印记，和我的愿景高度契合。”园

区内“澄明之境”书店的老板谭俊梅保留了旧厂

房屋顶的木制框架、外部的红色砖墙，甚至廊檐

下的搪瓷碗灯，将书店打造成两年举办 300 余场

活动的热门店铺，古今交融的文化园区成为洛阳

的活力新坐标。

腾笼换鸟 科技型企业
唱主角
“无工不强，无商不活。”洛阳在探索老旧

厂 房 转 化 利 用 时 不 拘 一 格 ，既“退 二 进 三 ”发

展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也“腾 笼 换 鸟 ”引 入 高 新 技

术企业。

利用原洛阳起重机厂的老旧厂房，老城区打

造占地 190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古

都科创园。“起重机厂改制外迁后，少量厂房出

租，大部分闲置下来。”园区运营经理杨琳见证了

老旧厂房的“华丽转身”，“厂房在老城区中心，各

类设施便利，闲置很可惜，但又不适合发展重工

业，因此‘腾笼换鸟’，引入科技型企业。”

特富特电磁科技（洛阳）有限公司 2017 年被

引入古都科创园，如今已是年产值近亿元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有技术、客户，老城区投了

4000 万元发展资金。”公司总经理周永亮说，“科

创园位置优越，厂房主体结构很好，空间充足，装

修后就能用，每年租金比新建的厂房便宜 100 多

万元，园区还有配套的税务、法务等服务。”入驻

两年，该公司的产能和产值均扩大 3倍。

老城区发改委主任徐锡胜说，借助古都科创

园，老城区形成“股权投资引入+园区孵化成长+

外围基地承接”的产业培育模式，为企业提供跟

进式服务，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目前，古都科创园共引进中小微企业 100 余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家，国家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 14 家，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6 家。达

到设计产能后，预计园区年产值 30 亿元，利税 5

亿元，解决就业 1000余人。

转化利用需因地制宜
“变废为宝”应务实探索

为什么不遗余力推动老旧厂房转化利用？

老城区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党彤武回答：

“利用老旧厂房装进新业态，盘活闲置资源，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

但如何把废旧厂房改造为新产业园区，对

城市管理者、厂房所有者和商业投资者都是考

验。老城区在老旧厂区转化利用时，与区域内

景区相互借力，本着“保护工业遗产，延续城市

文脉，发展文化产业”的原则，留住老洛阳底色，

建设新洛阳客厅；涧西区以保护利用工业遗产

为重点，引导社会资本与工厂企业合作开发，共

同受益。

天心文化产业园总经理郑少峰注重每一家

入驻商家的特色，“不一定是大牌，但一定有独特

之处”，这里涌现出洛阳第一家钢琴艺术馆、第一

家大型蹦床乐园；闵晓冰对文化情有独钟，不仅

优先选择摄影、剧场等文创项目，还原样保留试

车台等标志性建筑，规划建设“筑梦广场”，向生

产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洛阳一拖致敬。政府引

导，工厂支持，投资者各显“神通”，老旧厂房“变

废为宝”才能破局起步、发展壮大。

变废为宝 洛阳老旧厂区“装入”高新企业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冯碧箫

能为主的清洁能源体系，持续降低煤炭用量，推

进低碳发展。

比如加快发展集中供热，在区内绿洲环保生

活垃圾电厂热电联产的基础上，协调芜湖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 1.1 亿元实施 600MW（兆瓦）机

组供热改造及经开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目前

区内 26 家用气企业全部实现集中供热、供蒸汽，

光这一项，每年就节约燃煤 28405吨，减少污染物

排放 12085吨。

“特别是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等清洁能

源，区内已有 8家企业实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 85MW，年发电量 8497万千瓦时。”陈

吕军说，经开区采取电力用户自发自用、合同能

源管理等多种模式相结合，鼓励各类电力用户按

照“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节”的方式建设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允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向同一变电区的符合政策和条件的电力用户直

接售电，电价由供用电双方协商，电网企业负责

输电和电费结算。

经开区还指导园区内的重点用能企业通

过 完 善 企 业 能 源 管 理 制 度 、建 立 综 合 能 源 监

控 中 心 ，提 高 企 业 能 源 使 用 精 细 化 管 理 。 比

如奇瑞每年能耗约 8 万吨标准煤，年动能费用

约 2 亿元，能源监控中心建成，年节能效益达

200 万元。

据统计，经开区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光伏太

阳能发电、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两类，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是 1.83 亿千瓦时，占用电

总量的 9.03%，共节能约 2.27 万吨标准煤。通

过各种节能、使用清洁能源措施，经开区综合

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都有了大幅

度的下降。

洛阳东方文创园仿佛向人们展示着洛
阳老旧厂房的“华丽转身”。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