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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装备自动化生产线、等离子体飞灰

熔融设备、国产大飞机 C919和“复兴号”动车组专

用玻璃、上海交大智能装备研究院机器人……

从企业到园区，从车间到实验室，凝聚着海安元

素创新足迹，在这座长江以北的小县城随处可见。

近年来，江苏海安市多次因依靠创新驱动稳

增长、创新型县市建设、落实“科技创新 40 条”“科

技改革 30 条”等做法和成效得到国家和江苏省表

彰奖励。

海安的秘诀在哪里？记者在近日举行的第七

届“创新创业在海安”主题活动上找到了答案：300

多名来自国内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海安；现

场签约引进原创性成果项目 10 个，人才项目和平

台合作项目 10 个，高科技投资项目 10 个；30 多家

“双一流”高校与企业进行线上互动，达成产学研

合作意向 100多条。

金宏电化设备公司是一家从事金属材料及其

深加工、钛电极及其他金属电极、电解槽的企业。

在 2018年，公司产值还不到 800万元。

2019 年，公司董事长张英志受邀参加第六届

“创新创业在海安”活动。虽然当时正值公司发展

的瓶颈期，但是张英志仍然觉得这个活动跟企业

关系不大。抱着“随便转转”的态度来到会场，没

想到这一转，却“赚”来了公司突破性发展的良机：

当天的成果发布会上，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发

布的科技成果恰巧是企业急需的技术。

没等活动结束，张英志就找到了市发改委、科

技局等部门，通过他们的引荐，与中科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成功签订了“流体床电催化有机废水处理

项目”。仅用一年时间，企业产值就冲到了 1300万

元。今年前五月，企业发展不仅没受疫情影响，而

且销售额还增长了 20%。

2014 年，海安巧力撬开全国各地专家、教授、

学者的大门，借力“创新创业在海安”主题活动，

集聚创新智慧，播撒创新种子。6 年多来，海安在

双创风口跑出了创新加速度，驱动经济发展驶入

了“快车道”，累计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近 1500

个，引进成果转化项目 260 多个，支付合作经费超

10 亿元。

在海安，企业不断发展的背后，是创新在支撑，

产业从无到有的崛起，是创新在引领。记者走访时

发现，海安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园内，每家企业

都异常忙碌，高科技、智能化的设备供不应求。

前不久，海安交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参与

的“协作型工业机器人与柔性工件精准作业技术”

项目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公司是海

安上海交大研究院孵化公司，目前已研发出 10 多

种机器人走进各家企业，为各领域企业提供了各

系列机器人及配套产线 300多条，为海安重点产业

板块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海安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

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成为仅有的 9个全省制造业

创新转型成效明显地区之一。

创新驱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张 晔

全面释放人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动能，是

海安打开高质量发展大门的金钥匙。近年来，海

安通过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吸引和集聚了一

大批人才创新创业，为打造产业高地、建设幸福之

城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保障。

“4300 毫米宽厚板柔性化轧制生产线”“1450

毫米有色金属板材定制化制备生产线”……这几

年，位于海安的江海机床集团不断推出市场竞争

的杀手锏产品。

10多年前，通过政府搭桥，江海机床集团与太

原科技大学成功联姻。在参观了高校实验室后，

江海集团感受到了与前沿技术的巨大落差。董事

长陈友华主动对接时任太原科技大学教授黄庆

学，并与其带领的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海安良

好的创新生态、企业家浓厚的创新热情，让我没有

丝毫犹豫，决定将我唯一的院士工作站选在海安，

建在江海。”2018年 1月 1日，黄庆学院士工作站在

江海集团揭牌成立。

海安引导企业积极引才、用才，鼓励创新型人

才在海创业扎根。

毕业于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研究所的邹军博

士，去年此时，他正为“低波纹无频闪的智能 LED

人才引领，汇聚产业发展新动能

“这是刚研发出的多区温度控制系统、多轴多

缸精密均匀加压系统和高效快冷系统，成功打破

国际技术封锁。”今年 4月，江苏博联硕焊接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孙福博士带领 985 高校博硕士团队

攻克大型真空扩散焊设备温度和压力精准控制的

技术难题。他坦言，海安提供的 450万元的财政资

助，2 万平方米厂房三年内免租金，以及子女入学

等各方面的利好政策是他安心创业的“加速器”。

政策是创新创业的必要保障。在用才留才方

面，海安不断捧出真金白银。2019年 3月 10日，海

安出台《关于实施“海陵英才”计划及若干政策的

意见》，同步制定“海陵英才政策 40 条”，涵盖启动

资金、创业场地、银行贴息、税收返还、上市奖励等

多项支持。

今年 4 月，海安人才政策再加码，向一线高技

能人才、实用性人才倾斜，进一步放大“海陵英才”

计划政策效应。

海安用良好的人才政策，为该市产业提质增

效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海安纺织丝绸、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等十大产业集群，在

院士、行业领军人才等组成的创新创业团队引领

下，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去年，海安工业应

税销售在南通率先突破 2000 亿元，增长 16.7%。

规模企业、亿元企业数均居全省第一方阵。

今年疫情发生后，海安市科技局立即打出组

合拳，会同相关部门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

补偿专项资金贷款（以下简称“苏科贷”）业务实施

财政贴息。

江苏拓创科研仪器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和技术力

量与河海大学、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的多位专家共

同寻求“液压致裂联合承载试验装置”这项技术突破

和创新点。然而，项目的投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科技局向我们推荐‘苏科贷’，解决了200万元的

贷款。”公司负责人费小莉说，目前该项目顺利投产。

“苏科贷”融资业务这一良好的创新政策已成为

海安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好帮手。2011年

开展至今，海安已有98家企业申请“苏科贷”业务，贷

款额度5.3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4家，企业新获

发明专利544件，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27个、省级科

技项目16个，实现工业产值近45亿元。

政策支撑，打造最优双创生态圈

驱动电源”项目产业化奔波考察。一次偶然的机

会，邹军与海安取得联系，很快海安有关部门负责

人便亲自上门“引才”。

“合同签订后两个月时间，就落实了 2000平方

米的免费厂房，同时还帮助招工 50 多人。”谈及海

安速度，邹军赞不绝口。2019 年，邹军顺利入选

“海陵英才”，获得资助 200 万元。目前，由其投资

的“智能 LED 驱动电源项目”已在一年内取得了

3000多万元销售，项目二期工程正在火热进行。

近几年来，海安已先后引进国家级人才 78

人 、高 层 次 人 才 2813 人 ，6 人 入 选 国 家 级 人 才

计划，154 人入选省双创计划、147 人入选省 333

与南通市 226 人才培养工程，入选数量均居南

通第一。

近日，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聚焦“一极两中

心两地”的目标定位，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不断增强要素集聚力、产业支撑力、

创新驱动力、开放引领力和民生保障力，在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更好发挥支撑

带动作用。

成渝地区要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具备

怎样的新经济发展优势？两地又如何利用新经济

唱好“双城记”、建设“经济圈”、打造“增长极”？科

技日报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新赛道崛起 培育经济发
展新增长点

随着全球新经济地理加速再造，创新尖峰持

续涌现。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成渝地区虽深居

西部，但在新经济发展上“醒得早、动得快”。成都

是全国第一个把新经济作为核心发展战略的城

市，重庆基于制造业基础优势提出“大数据智能

化”战略。

在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志辉看来，

成渝地区正在大力集聚人才、技术、资本、信息、数

据等要素，释放场景、制度、文化与市场的潜能，具

备成为新经济地理高地的潜力。

当前，成渝双城经济圈一批新赛道正蓄势待

发。“新赛道具备跨界属性，有爆发式增长潜力和

海量市场前景，是诞生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要行业

领域。”王志辉说。成渝在互联网医疗、数字文创

等新赛道上已实现突破。同时，汽车、电子信息产

业的崛起，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未来将有望孕育更多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

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的崛起。

“世界级产业集群是经济中心形成的重要标

志，赛道是发展新经济的新抓手，要继续鼓励建设

各具特色、优势互补

的产业体系，培育新

赛道新增长点。”王

志辉说。

他 认 为 ，成 渝

双城要围绕电子信

息、汽车制造、生物

医 药 、文 化 创 意 等

优 势 领 域 ，打 造 一

批世界级产业集群

试 点 ，重 点 围 绕 互

联 网 医 疗 、数 字 文

创、智慧物流、互联

网教育、智慧出行、

新金融等主赛道裂

变成长各种新赛道，培育“AI+”“物联网+”“文

化+”“生物+”“区块链+”等跨界融合新业态，大

力开展产业创新。

新场景驱动 加速完善创
新创业生态

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是新经济发展的土壤，

是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源，成渝双城经济圈创新创

业生态正加速完善。目前，成都的“菁蓉汇”“创交

会”，重庆的“智博会”“英才大会”都成为闻名遐迩

的创新创业平台。

成都高新区是一流高科技试点园区，重庆高

新区直管园是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在此次

疫情大考中，成都新经济企业表现出的对疫情敏

感度，就得益于城市密集打造的“场景”。

当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又被赋予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积极谋划中国

西部科学城、成渝科创大走廊等创新平台，为创新

创业提供支撑。

通过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

求，统筹布局科技创新地理空间。以高新区、科

学城、科技城为重点打造科技创新极核，以创新

型城市、创新城区、大学校区、创业街区为重点构

建科技创新网络，以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研

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为重点提升科技创新

能级。

今年 5月，四川省创建国家科学中心第一批支

撑项目启动，涉及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空间天文、

轨道交通等领域共六个项目，由中科院相关院所

和西南交通大学牵头建设。6月以来，重庆也先后

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集聚创新资源，助力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

新基建发力 布局“先手
棋”发挥新功能

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无人机……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基于新型基础设施的

应用与服务，已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专家表示，成渝地区要把握新基建机遇，布局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打造一批领先企

业主导的特色场景。在疫后继续发挥“新场景”、

新基建的功能，重点打造数字大脑场景、智慧生

活场景、现代消费场景、智慧物流场景，引爆新经

济发展。

对于新基建，成渝早已看准“春江水暖”。在

抢抓“危”中之机，布局新基建下好“先手棋”。 在

成都市发改委公布的 2020 年成都将加快实施的

1000 个重点项目中，以城市轨道交通、大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项目“打头阵”。而重庆市

2020年涉及新基建的招引项目吸引投资金额超过

百亿元。其中，5G、车联网等项目布局十分抢眼。

据悉，作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信息消费和信

息惠民试点城市，成都目前正出台大数据产业发

展规划和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专项政策，通过不

断丰富完善网络理政中心功能，建成交通、城管、

环保等 17个智慧化应用系统。

为全面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重庆主城

西大门的重庆科学城离不开交通枢纽建设。目前

国内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都市圈的城际高

铁、铁路数量均有多个，但是成渝之间的快速通道

仅有一条，这成为成渝“双城记”的发展瓶颈。如

果说传统基建下的铁路、公路构成了城市的“躯

干”，那么新基建下的城际高铁、轨道交通则成为

城市群的“血脉”，以高效的城市联动效率，推动区

域经济腾飞。

新赛道、新场景、新基建

成渝新经济领跑高质量增长
陶玉祥 本报记者 盛 利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

悉，该省日前出台了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

法，将动态管理“双创”示范基地，并引入第三方评估考核。

据了解，自 2015年 6月《安徽省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建设管理办

法》实施以来，该省建设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基

地。目前，该省共有省级基地 209 家（其中，国家级基地 12 家），已

入驻企业 19620 户，从业人员 329346 人，年实现销售收入 1455 亿

元、利润 140亿元、税收 444亿元，为带动和促进各地创业创新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安徽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重新修订基地管理办法，

主要是为了推动补齐补足当前基地的弱项与短板，同时衔接工信部

新修订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与旧规相比，新办法扩大了申报范围。除符合条件的为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基地、创业园、孵化器外，产业集群、中小企

业国际合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等产业集聚区中面向小型微型企业的园中园外，依托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学科技园、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设立的面向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团队、创客的创业创新基地均可申报示范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将对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由第三方机

构将对基地运营情况和服务企业情况进行测评，并通报测评结

果。对测评较差的示范基地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整改仍未达到要

求的，则取消其称号，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不合格，摘牌！
安徽对“双创”示范基地动态管理

科技日报讯（记者龙跃梅 通讯员黄亚唯 方恩权）近日，广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就首个于智

能交通方面的人才培育协议达成一致，正式签署《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地铁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港科大每年将安排一定数额的联合培养研究生

招生计划，培养模式采取 1+1 模式（双方各 1 名导师），广州地铁

的联合培养导师将全程参与研究生的招生、开题、论文指导、答

辩等环节。

双方就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群交通系统需求预测与规划、人工

智能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交通综合信息共享与多模式耦合和太赫

兹光谱分析安检技术四个方向联合培养研究生。同时，研究生有

机会参与广州地铁提供的实习计划，并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

与运维保障国家工程实验室中进行项目研究。

广州地铁在近几年已开展了与港科大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并

已产生一批合作研究成果。此次协议的签订，将加强双方在各个

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探索高

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广州地铁的发展输送科研人才，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轨道交通技术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州地铁与港科大
共同培养大湾区轨道交通人才

在江苏南通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江苏南通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自动化设备有限一家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向中林向中林 摄摄））

科技日报讯（王迎霞）7月 27日，第七届宁夏种业博览会在石

嘴山市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

据介绍，石嘴山市是宁夏重要的蔬菜制种基地和蔬菜生产基

地，平罗县是农业部首批命名的国家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

近年来，平罗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成立宁夏种业

研究院和分子育种实验室，自主培育瓜菜新品种 90 多个，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12 项，全县制种面积达 15 万亩，制种产业年产值达 4

亿元，95%以上蔬菜种子实现外销。

博览会采取线上线下联合办会模式，为广大企业搭建交流、展

示、交易平台，让更多宁夏种子和农产品从这里走向市场。在 3天

的时间内，举行了种业高峰论坛、种业产品馆展、特色农产品展示、

制种示范基地观摩等系列活动。

上半年，围绕现代畜牧业、优质瓜菜、特色制种等优势产业招

商引资，目前已有 13家企业与平罗县达成了合作协议。

“与往届相比，本届博览会有三大亮点。”平罗县委书记蒋哲文

介绍，首先，博览会采取政府奖补、部门协作、企业主体的商业化模

式，依托本土企业种质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大开放。其

次围绕“六稳”“六保”，进一步促进全县农业领域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活动期间除展示国内外 166家种子企业 8大类 4800个品种外，

基地观摩还延伸至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和夜市经济。此外，博览

会还加大了线上宣传力度，落实制种订单，拓宽增收渠道。

通过种业博览会的平台作用和品牌影响力，平罗县计划建设

“一个种业交流平台、一个新品种地展园区、一个种子展示交易大

厅、一个蔬菜育种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一个科技创新团队、一个蔬

菜种苗繁育中心、一个种子加工储运中心、一个新型农民实训基

地、一个种业网络信息中心、一个平罗种子走出去”的窗口，为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提供保障。

科技引领
宁夏全面提升种业发展水平

7月 27日，参会者在宁夏种业博览会展览现场了解种子
产品。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唱好成渝唱好成渝““双城记双城记”，”，寻求发展新寻求发展新
机遇机遇。。图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图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庆分公司，，焊装车间车调线的员工在焊装车间车调线的员工在
工作线上忙碌工作线上忙碌。。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黄伟黄伟摄摄））

江苏省海安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江苏省海安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GDP比重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比值占比、、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均居全省第一方阵。。大飞机大飞机

CC919919、“、“复兴号复兴号””动车组动车组、、上海交大智能机器人都凝聚海安元素……上海交大智能机器人都凝聚海安元素……

一个江北小城一个江北小城
成为创新明星的秘诀成为创新明星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