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7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常州高新区管委

会获悉，一份 9 月 16 日正式发布的《常州高新区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指数（2020）》（以下简称《发

展指数》）显示，常州高新区综合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2019年的综合指数为

154.0，比 2018年增加了 24.1，增长率为 168.55%。

记者了解到，该指数是全国第一家以“工业

互联网”为主题核心的创新指数，对于常州高新

区认清创新发展规律和方向，带动产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对将常州高新区建设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具

有重要意义。

设立5个一级指标，全方
位揭示创新发展总趋势

常州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发展指数》立足于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基本要求、

国家高新区“三次创业”阶段核心内涵，围绕常州

高新区打造“工业明星城区”的定位，基于“一个

核心目标（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两大区域特

色（中小企业众多、工业基础雄厚）”“三大体系

（网络体系、平台体系、安全保障）”的评价视角，

来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双创活力”“产业成长”

“互联互通”“平台赋能”“场景融合”5 个一级指

标，40 个三级指标。同时，以 2017 年为基期，全

面、多角度衡量创新发展的总体趋势。

记者从这份《发展指数》中看到，该区互联互

通指数增长幅度最明显，对总指数贡献最大。这

反映出园区在工业互联网的网络环境建设、多方

共同参与、设备连接上云等方面表现最好。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分会

名誉主任吴培亨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下，5G、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迎来一波新发展浪潮，

5G 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

突出，也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培植新动能

等方面潜力巨大。

记者注意到，常州高新区场景融合指数正在

逐年增长，增幅仅次于互联互通指数，该指数反

映园区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现实生产场景的融合

能力持续增长，在数字转型、两化融合、效率改善

三个方面表现较好。

在业内人士看来，常州高新区双创活力指数

和平台赋能指数保持稳步增长，说明园区在创新

要素投入、创新产出、创业活力以及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基础能力、用户活跃度和促进协同生产等

方面表现较好。产业成长指数增长幅度呈现持

续向好形势，说明常州高新区在产业集群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效益等方面持续向好。

统计显示，近年来，常州高新区创新资源加

快汇聚，科技创新和创业孵化成效显著。从 2017

年—2019年，常州高新区各类研发机构当量数由

298 家增长至 355 家，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

营业收入比例由 1.96%增长至 2.33%。这些持续

增长的创新投入日益成为支撑园区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主导产业发展规模的持续壮大，有效增强了

产业影响力和竞争力。2017 年—2019 年园区主

导产业营业收入由 1708亿元增长至 2033.3亿元，

其中，当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营业收入由 144

亿元增长至 171.4 亿元，工业互联网从业人员占

比由 7.1%增长至 8%，说明园区主导产业发展规

模持续壮大，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产业、技术和人

才优势逐步形成。

高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
加快，工业互联网贡献显著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兴未艾，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步向前，两者在

新时代历史性交汇。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

创新中最活跃、最快速、渗透性最强的领域，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在与

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深入融合应用中，引领着产业

的技术革新和模式变革，改变着传统制造业的生

产方式，为我们的工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常州

市委书记齐家滨说。

吴培亨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智能化改造，

广大企业已经具备了智能制造的硬件基础和软

件辅助，通过 5G 技术，实现生产经营管理的最优

化，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增强核心实力，已经成

为企业的普遍需求。

从常州高新区的实践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进程正在加快，“两化融合”工作深入推进，资

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2017年—2019年园区应用

各类工业软件的企业数由2184家增长至2600家，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数量由49家增长至64家；

省、市级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持续增长；2017

年—201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由6.64%增长至7.5%，

企业总资产利润率由4.07%增长至4.85%。

用相关专家的话来说：“对于常州高新区而

言，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提升

离不开工业互联网的贡献，国内外研究和大量事

实已经充分验证工业互联网是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的有力手段。”

为此，吴培亨在常州高新区调研，并出席 5G

场景融合应用主题论坛，他认为 5G 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赋能物联网新应用，推进智慧社会的发

展，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新引擎。因此，要进

一步聚焦物联网相关建设、应用、技术、安全四大

环节，强化 5G 技术的创新支撑能力，加快 5G 基

础布网，加快 5G 场景落地，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第

一资源的作用和优势，加快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争取更多的创新资源与项目在常州国家高新区

集聚生根、开花结果。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常州高新区将面向“十

四五”，抢抓历史新机遇，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

领，围绕“突破高精尖缺技术，培育自主创新能

力、聚焦补强延产业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打造

高端智慧平台，实现应用场景融合、深化国际创

新合作，提升开放竞争能力”等四大任务，全面推

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工业互联网

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创新链和产业链，加快工

业互联网在应用场景端的先行先试、落地见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首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主题核心的创新指数发布

这份创新发展指南为常州高新区指明方向

记者 9 月 20 日走进稀土高新区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的生产车间，

齿轮飞转，机器轰鸣，两条百米长、每条线仅 3 人作业的全自动电镀生

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自今年 7 月建成投产以来，这两条生产线运行

平稳，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今年产值可达 3000 万元。”生产线负责人

安永平告诉记者，两条生产线具有自动化程度高、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

好等诸多优势，较普通电镀可节省 80%的人工成本、金属表面镀层盐雾

时间可提升 33.3%，下线产品科技含量高、产品性能好，深受市场欢迎。

稀土元素化学性质活跃，若产品表面不镀膜，延伸稀土终端产业链

就是空谈，因此稀土业内专家一再强调：“无电镀不高端。”近年来，作

为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加工基地，稀土高新区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

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在生产技术工艺攻坚克难上做足文章，不断延伸稀

土产业链条，打通稀土产业磁材发展瓶颈，提高稀土新材料全国市场占

有率，如今，基地已经形成龙头企业带动、骨干企业集聚、新兴企业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

自稀土高新区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落成以来，国内众多大型稀土

企业纷纷来此落户，原因除了包头充足的原材料供应，还有这里完备的

配套服务。记者来到位于基地内的国家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

测室，检验员蔺恩成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分析数据参数。“我现在

正在为包头大地熊磁电有限公司做电镀液检验，我们为企业提供参数，

企业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调整镀液配比。”蔺恩成说。

“大地熊电镀生产线刚刚投产，配套设施还未完善，有了我们的帮

助，企业就能更好把控产品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为企业及时提供权

威性高、全国通用的检验检测结果，也是中心的价值所在。”内蒙古稀土

研究院检验室副主任、国家稀土质检中心检验室副主任王可表示，基地

建立检验室，旨在零距离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可以伴随稀土产业发

展，为企业提供电镀液成分检测、电镀产品镀层质量检测，帮助企业进

行检验方法优化等服务。

包头稀土高新区：

全自动电镀生产线助力高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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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对成渝地区推进科技创新提出的明确要

求。成渝地区将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

部科学城，整合现有的科技资源，通过政策创新

和布局优化，打造西部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西部科学城将如何建设？9月16日，重庆发

布西部（重庆）科学城具体建设规划，明确了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建设范围、内容和目标。未来的

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成为科学家的家、创业者

的城。今后，这里将与两江新区双轮驱动，与东

部槽谷两翼齐飞，共同提升中心城区发展能级。

“未来的西部（重庆）科学城将成为科学家

的家、创业者的城。”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在发布会上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是“科

学”与“城市”的融合体，是产、学、研、商、居一体

化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它以综合性科学研究为

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重点，以产业生成为关键，

以驱动发展为目的，以优美环境为支撑，致力于

打造城市创新发展的“智核”和人们向往的宜居

家园。

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区域版图上，目前已有

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3个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分别处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

三者发展定位各有侧重。

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资源禀赋最优良、人

力资源最丰富、经济实力最雄厚、发展活力最强

劲的地区。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有利于补

齐创新短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有利于优化全

国创新版图、更好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利于

高质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根据规划，西部（重庆）科学城位于重庆中

心城区西部槽谷，规划区域范围 1198 平方公

里，涉及北碚、沙坪坝、九龙坡、江津、璧山 5 个

区。

目前，该区域内拥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自贸试验区、国家级高新区、西永综保区等多块

“金字招牌”，汇集了重庆大学等本专科院校 28

所、市级以上研发平台 169个、西永微电子工业

园等产业园区 14个。从产业发展现状看，西部

（重庆）科学城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千亿级、

先进制造 500亿级、大健康和高技术服务 2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今年 1—7月，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超 2000 亿元，其中集成电路产值超

100 亿元、占全市比重超 80%。同时，重庆高新

区今年 1—8月新签约中国电子等项目 59个、投

资额 735.6 亿元，其中科创项目占比超 80%，百

亿级项目 2个、十亿级项目 15个。

西部（重庆）科学城以“科学之城、创新高

地”为总体定位，发展目标是将自身建设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引领区域

创新发展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链接

全球创新网络的改革开放先行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区。

规划范围1198平方公里

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西部（重庆）科学城聚焦科学主题“铸魂”，

将紧紧围绕“科学之城、创新高地”的总体定位，

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打通产学研创新

链、产业链、价值链，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系

西部（重庆）科学城不光致力于打造城市创

新发展的“智核”，也致力于打造人们向往的宜

居家园。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商奎介绍，西

部（重庆）科学城将面向未来发展“筑城”，优化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以新理念新技术

推进智能城市、韧性城市、宜居城市建设，促进

产城景深度融合、人境业和谐统一，打造“智慧

名城”样板区。

据了解，在生产空间上，西部（重庆）科学城

将规划构建“一核四片多点”的空间结构。“一

核”，即重庆高新区直管园，是集聚基础科学研

究和科技创新功能的核心引擎，集中力量建设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四片”，即北碚、沙坪坝、

西彭—双福、璧山四大创新产业片区，主要承担

教育科研、高端制造、国际物流等功能；“多点”，

即以创新创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为支撑，构

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空间体系。

在生活空间上，将规划构建“一主四副多

组”的空间结构。在生态空间上，将规划构建

“一心一轴两屏”的空间结构。

商 奎 表 示 ，这 座“ 未 来 之 城 ”将 布 局 140

平方公里的居住用地，在科学公园和临山临

水地区规划高品质国际社区，结合轨道站点

布局青年社区和租赁公寓，规划多层次、多

样 化 的 居 住 空 间 。 将 以 科 学 城 核 心 区 为 重

点，高标准配套文教体卫等设施，统筹布局

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建设 15 分钟街道公共

服务圈、5 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构建以人为

本、便捷精准的公共服务网络。将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建立高质

量的城市安全系统，推进 5G、人工智能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让科学城更健康、更安全、

更聪明。

目前，全长 66公里的科学大道目前已启动

一期 10.5 公里建设，占地面积约 940 亩的科学

谷已开工建设。

优化“三生”空间

打造“智慧名城”样板区

构筑科学家的家构筑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创业者的城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建设规划蓝图揭开面纱科学城建设规划蓝图揭开面纱

本报记者 雍 黎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贾婷婷

新体系，让“金篮子”装满“金鸡蛋”。

据介绍，“五个科学”是开展科学教学、加强

科学研究、完善科学设施、深化科学实验、聚集

科学机构；“五个科技”则是培育科技人才、壮大

科技企业、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交易、促进

科技交流。

通过“五个科学”和“五个科技”，重庆将

加快构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学平台、人才

平台、资本平台、交流平台，“筑巢引凤”打造

创新资源集聚“洼地”，不断提升持续创新能

力、产业生成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经济产出

能力，努力把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成为创

新资源聚集、创新人才云集、创新活动密集、

创新成果富集、成果转化顺畅、充满发展活力

的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纵观世界著名的科学城，往往都是一流大

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之地。”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肖庆华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聚集了重

庆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等 28所高校及众多知名

科技型企业，有 20 余万大学师生，科教资源丰

富。为利用好这些优势，重庆已经建立了校地

联席会议制度，希望通过加强产学研互动，推动

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科学城建设，让大学城成为

科学城的创新“大脑”。

重庆创新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创

新平台载体建设上，将集中在科学公园西侧布

局大科学装置集聚区，目前超瞬态物质科学实

验装置已纳入教育部“十四五”高校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培育项目。大平台方面，已建成山区桥

梁及隧道工程等国家重点实验室 5 个，获批全

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集聚英特尔 FPGA

创新中心、IBM、博世工业 4.0 等一批企业创新

平台，引进了一批国际国内优质孵化平台。中

科院重庆科学中心加快推进，北京大学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加快落地，北理工重庆微电子中心、

电子科大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将年内投运，

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外诊断（IVD）研究院等首

批校地合作项目已正式落地。下一步，西部

（重庆）科学城还将聚力培育一批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鸟瞰西部鸟瞰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刘圆）9 月 23 日，总投资 120 亿

元、总建筑面积 110 万平方米的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标志性工

程——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

将有望建立国家及省级创新平台 10个，汇聚高端人才 300名，引进和培

育优质生物种业及智慧农业企业 800余家，实现年产值 300亿元。

长沙“种业硅谷”从建设起，就定位于打造种业重大原始创新策源

地、种业发展最佳生态示范区和种业文化交流展示区的战略，并构建了

“一园六镇多基地”空间布局，建设立足长沙、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国

际一流产学研基地和中国一流生物育种技术及产业聚集区，全力产出

种业发展的“中国芯”。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项目，则是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培育的核

心平台。产业园主要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等 6位院士为首的生

物育种科研团队，借助中科院亚热带研究所、湖南农大、湖南省农科院

等高校院所科教资源，汇聚和转化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创新成果，建设

长沙生物种业科技创新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和人才聚集

高地。

长沙市副市长谭勇称，产业园建设也是长沙市“两山四谷”战略的

重要布局，建成投产后，有望推动形成现代生物种业全产业链协同互

补，助力长沙在生物种业领域形成更大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同日，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等 8 家种

业企业现场签约入驻该产业园。

湖南“种业硅谷”标志性工程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开建

新华社讯（记者陈毓珊）江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的《海峡两岸产

业合作区（江西）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江西将围绕电

子信息、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产业，引进一批带

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台资企业落户，促进赣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

融合，强化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的影响力和吸纳力。

今年 2月，江西省正式获批以“一区三园”模式设立“海峡两岸产业

合作区”，结合南昌产业园（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赣州产业园（赣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定南工业园区）、吉安产业园（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着力打造全省吸引利用台资新平台。江西也成为继广西、湖北、四

川之后，大陆第四个获批设立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的省份。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产业合作区内台资企业数量将达到 100

家，台资企业产值约 120 亿元（人民币，下同），实际进资达到 100 亿元，

吸引 500 名台湾青年到产业合作区就业创业，推动 1000 余名台湾青年

到产业合作区交流；到 2035 年，产业合作区内台资企业数量达到 200

家，台资企业产值约 300亿元，实际进资达到 250亿元，赣台经济合作迈

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江西将针对各产业园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找准产业链的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引进一批壮链、强链、补链型台资企业，建立和完善产

业集群发展推进服务体系，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链，推动大中小

企业、内外贸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发展。

江西以“一区三园”

推动海峡两岸产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