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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新区聚焦

新一代信息技术、医

疗医药、人工智能+高

端装备制造、现代科

技服务业等低污染、

低能耗、低排放的主

导产业，大力发展绿

色低碳技术。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李青健

高新区绿色发展⑤

“十三五”期间，杭州市

拱墅区科技工业功能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至 137

家，增幅达291%。2020年，

该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税

收总额达3.3亿元，占总税收

14.6%。

291%

“这一株花叶玉簪的叶子出现了严重的焦边

情况，这是常见的炭疽病，需要将带病的叶片从

基部清除。”7月 12日，山东青岛高新区东方伊甸

园植物医院的医生正在为“植物病人”诊病开

药。这场别开生面的植物诊断，正是青岛高新区

绿色高质量发展最直接的体现。

“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已成为‘十

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青岛高新区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以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和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为目标，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

生活方式。”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部负责人表示，

为落实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青岛高新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探索绿色发展示范新路径。

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明显改善两成

以上，环境空气优良率提高了 21.4个百分点。这

是青岛高新区通过推进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深入推进 VOC治理、强化扬尘管控等措施，强化

大气质量管控带来的显著成果。

作为发起《国家高新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宣言》的 12家高新区之一，青岛高新区锚定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生态城市

建设经验，高起点筹划建设成为生态新区，发布

山东省首个区域生态建设指标体系，坚持系统谋

划，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打造特色亮点、推进试点

建设、寻求国际合作等举措，对区域开发强度、生

态红线划定范围等内容规定明确的目标控制范

围，对区域空气、水、噪声环境质量达标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以及清洁能源等内容设定了约

束指标，坚持走在绿色发展前列。目前，青岛高

新区已获批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园区、国家级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

荣誉。

“青岛高新区实施差异化监管，强化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控管理，对违法失信、有污染治

理任务的企业依法依规严格监管，从源头上减

少危险废物的产生，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达

100％。同时，督促企业优化工艺流程，实施危

险废物减量化措施，增强‘非现场执法’能力，

利用手机终端软件、污染源监控系统、固废监

管平台和用电量监控等智能化手段，实行线上

线下监管联动，不断提升监管效率。”青岛市生

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青岛高新区还对企业危险废物的产生、贮

存、转移等全过程进行监管，编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实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同

时，定期对园区内企业进行环境风险的排查，

不定期对企业进行绿色环境指标抽查，加大环

境监管力度。截至目前，青岛高新区未发生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

锚定目标 加大环境监管力度

位于青岛高新区的青岛佳明测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佳明测控）传来喜讯：其自主研

发生产的 JMS-CLM II 型大肠菌群在线自动监

测仪已经连续 4 年中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项

目，目前已经供货 69 台监测仪。据了解，佳明

测控的大肠菌群在线自动监测仪现已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突破了单一水质微生物指标检测仪

器的“枷锁”，构建了一机多用的水质检测实验

科技创新 助力绿色产业升级

青岛高新区的腹地智力岛景色宜人，这里拥

有颇具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和蜿蜒曲折的景观

水系，风格各异的绿地和树林，白鹭、海鸥等各种

鸟类，洋溢着一派自然、和谐的景象。青岛高新

区正式获批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成为青岛

首家以高新科技体验为特色的开放式科技生态

景区；青岛高新区水系园林景观方案设计和专项

规划荣获“亚洲都市景观奖”；澜湾艺术公园、祥

茂河湿地公园已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成为运动

休闲、观光游览的好去处。

围绕第三代城市综合体的框架深度规划，青

岛高新区坚持产城融合，遵循“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共融理念，筑牢“生态经络、湿地岛链”的生

态发展框架。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严格实施

总体规划，高标准建设水系绿地，拥有祥茂河等

水系景观 600万平方米，道路绿化 230万平方米，

打造“枕河听海、九水一区”城市品牌。

在青岛高新区，亚洲首个伊甸园项目已经开

工建设。为积极响应国家争取在 2030年实现碳

达峰和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号召，青岛东

方伊甸园项目在设计之初就把绿色发展理念贯

彻项目全过程。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通过合理

改良土壤情况，增强碳汇能力；通过对大型场馆

进行绿色低碳设计、结构优化，减少材料的使

用。在未来运营过程中，青岛东方伊甸园项目将

采取智能管理、低碳化改造，减少高碳排放材料

使用，鼓励游客绿色低碳出行以及未来购买森林

碳汇等方式践行绿色发展，以建设成为国家示范

性的碳中和园区为目标，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作出贡献。

科技引领、绿色赋能，助推青岛高新区绿色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开新局，青岛高新区加大

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绿色发展环境

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监管体系和环境治理长效

机制。”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部负责人表示，青岛

高新区以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为目标，构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

期雁阵培育体系，打造“雏雁成长、强雁振翅、头

雁引领、雁阵齐飞”的发展格局，推动先进技术落

地和产业化，形成绿色创新型企业群落，书写绿

色发展“大文章”，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

质量发展。

产城融合 释放绿色发展潜力

青岛高新区青岛高新区：：
锚定锚定““双碳双碳””目标目标 培育绿色创新企业群落培育绿色创新企业群落

室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佳明测控捐赠两台大肠

菌群在线监测仪，第一时间安装在武汉雷神山及

火神山医院的污水排放口，为保障医院高效运行

作出重要贡献。

科技创新是青岛高新区的内在基因，以建

设创新型产业集群为抓手，青岛高新区聚焦新

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

制造、现代科技服务业等低污染、低能耗、低排

放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技术。青岛

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链各环节梳理共性绿色低

碳技术需求，实行重点攻关项目“揭榜挂帅”，

探索建立、完善绿色发展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的项目形成机制，充分应用战略科技力量，加

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关键技术

研发为支撑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链

与创新链绿色融合。

在青岛高新区，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

研发的多种型号光谱模块，逐步替代了进口的光

谱分析模块，在国内新型环保核心领域彰显“中

国制造”的实力；青岛海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在对工业润滑油、非标汽柴油等成品废油的净

化与分离的技术服务方面成果突出，产品及技术

被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

录》；青岛华云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可提供空气调

节和监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将生产的空气消毒机第一时间捐赠给武汉汉阳

医院和黄冈医疗中心，全方位进行人机共存消

毒；青岛菲优特检测有限公司等环保相关公司也

依靠自身科技优势，开发了一批优质环保产品并

进入市场，为解决环境治理难题提供了一系列快

捷解决方案。

园镜头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近日，随着西门子全球首个数字化赋能中

心落户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沈抚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

园，数字辽宁—西门子赋能中心（以下简称西门子赋能中心）将依托项目

中心、能力中心、展示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打造以领先的工业企业为核

心的新经济产业生态圈。

今年 3 月，沈抚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在沈抚示范区正式揭牌成立

并投入运营。为贯彻落实“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

产业，该示范区将着力打造成为“数字辽宁”数字化产业基地和“智造强

省”数字化赋能中心。

据了解，西门子赋能中心的项目中心主要建设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

和智慧医院设备管理系统，力争在 3年内打造标杆级智能工厂项目，创建

行业示范工程和国家级示范工程；能力中心将依托西门子人才优势，完善

沈抚示范区人才结构；展示中心将打造国际领先的沉浸式数字化主题展

示体验中心；技术中心将依托西门子在中国拥有的 21 个研发中心，超过

5000 名研发和工程人员，以及约 1.32 万项有效专利，建成“产学研一体

化”的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凭借在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经验，西门子将携手沈抚示范区共同打造数

字化转型区域标杆，助力建设“数字辽宁”，为沈抚示范区乃至辽宁的产业

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沈抚示范区着眼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国家重点支持鼓励发展

的产业方向及辽宁产业短板，重点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全力打造数字经济、信息

技术应用及装备、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和氢能、现代服务业等六大

主导产业集群。

“尤其是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引领带动创新发展，示范区主动融入‘数

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大局，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先发集聚优势。”沈

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董峰介绍。

按照《数字沈抚三年发展规划》，沈抚示范区数字经济产业园总规划

建筑面积 35.5万平方米，围绕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

计算、区块链等领域建设 A、B、C、D、E、F 六个园区。其中，A 园建筑面积

约 5.3 万平方米，重点围绕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领域集聚产业生

态，发挥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建设辽宁省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区，目

前已有西门子、腾讯等 12 家数字经济产业项目落户，园区已达到饱和运

营状态。

随着数字辽宁—西门子赋能中心、华为（辽宁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蓝软智能医疗等一批数字经济项目相继进驻数字经济产业园，沈抚示范

区初步构建起了承接数字经济产业项目的重点平台和创新体系，数字经

济发展呈现规模增长强劲、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的良

好态势。

董峰表示，数字经济产业园既是一个产业集聚新平台，更是“改革创

新示范引领”路径新探索，沈抚示范区将坚持“项目为王”，深化招服一体，

围绕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实现项目化管理、专班制推进、清单化落实，确

保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平稳致远。

西门子数字化赋能中心落地

沈抚示范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星辉）日前，贵阳综合保税区组织人事部抽调

12 名优秀党员干部，组成“红色辅导员”，深入辖区科技企业解难题。在

“红色动能”引领下，小艾机器人、鸿富锦精密电子等科技企业均超额完成

各项经济目标任务，工作成效提升了近两倍。

“为了让党史教育走深走实，我们发动党员干部走进科技企业，查堵

点、破难题。”贵阳综合保税区组织人事部部长王丹妮说，12名“红色辅导

员”先后走访调研了辖区数十家科技企业，为科技企业解决了 27 个党建

和发展难题，促进科技企业全面提质增效，成效非常显著。

贵阳综合保税区今年将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农特产品加工、新能

源、新材料、保税加工物流、保税检测维修及电子信息七大主导产业，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力争今年工业投资实现 20 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 8509

万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15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3 亿美元，新引进产业

项目到位资金 40亿元。

贵阳“红色辅导员”

为科技企业解难题

近日，山东省临清市烟店镇将扶贫资金入股企业产生的收益 475万
元，投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高科技示范园区轴承智造园区的建设，主要
用于高精尖轴承的研发、生产，预计年收益率达7%。据悉，收益将优先用
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图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高科技示范园区轴承智
造园区鸟瞰图。 本报记者 马爱平文 王宁摄

高科技示范园区

助力山东乡村振兴

园光影
7 月初，科技日报记者从杭州市拱墅区科

技工业功能区（以下简称拱墅科技工业功能

区）获悉，“十三五”期间，该园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增至 137 家，增幅达 291%。2020 年，

该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总额达 3.3 亿元，

占总税收 14.6%。

“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起步于 21世纪初，曾

经的它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多年来，我们坚持

科技引领，如今科技型企业发展呈现出量质齐升

的态势。”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园区聚焦数字经济，着力建设集成电路

设计、大数据产业中心，融合新制造业发展，产业

格局正在重构。该负责人表示，园区今年将围绕

打造“千亿级规模、百亿级税收”的高能级战略平

台目标，协同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与科技引领，加

快推进园区产业振兴。

增强发展后劲 培育一
批“小巨人”

走进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普永明）展厅，可见数十款路灯赫然

陈列。其诸多产品已在全球各地“点亮”，杭

州 G20 峰会项目、巴西世界杯 23 英里大道、西

班牙哈恩市整城道路改造项目等都有华普永

明的产品。这家位于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康

桥新能源产业园的科技型企业，2011 年落户

以 来 发 展 迅 猛 ，3 年 内 获 批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成长为国内户外照明领域头部企业。

“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在场地、政策等方面

提供了细致的服务，使得我们可以潜心于 LED

灯具及模组的研发迭代。企业近 3 年年均研发

投入在 2800 万元以上，第三代产品也已全面市

场化。”华普永明董事长陈凯介绍，2018年 3月，

企业智慧工厂建成投产，依托自主开发的工业

4.0 平台，打通了工程现场、产品配置方案、订单

数据、计划排产、制造现场、供应链、产品交付等

环节，将订单精准定制到配货交付出厂的时间缩

至 1周，竞争力大幅提升。

去年 12月，工信部公布第二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华普永明榜上有名。

“同时入选的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企业还有

托普云农。多年来，我们注重强化人才引培能

力，关注可产业化的优质人才项目，鼓励企业强

化研发，增强发展后劲。”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园区统计年报显示，2020

年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有 63家规上企业出报研

发经费，研发投入 4.72 亿元，特别是线上服务业

企业微瀚讯梦、楚环科技等同比增长均在 50%以

上，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了“火车头”作用。该负责人介绍，拱墅科技工

业功能区今年将通过走访、梳理，提前储备一批

具有科技创新实力的企业，并联合市区科技局等

职能部门开展政策辅导培训，对接税务局做好企

业能力评估，精准化、针对性的开展企业服务，持

续推动培育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

围绕两大产业 打造重
要增长极

宽带智能互联技术、新媒体、区块链、物联网

等六大研究中心相继投用，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

成功孵化了 24家科技型数字经济企业。落地拱

墅科技工业功能区·智慧网谷小镇一年来，中科

院计算所数字经济产业研究院（以下简称数研

院）成绩斐然。

去年 10月，拱墅区启动六大产业中心建设，

加快打造大数据产业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中

心等，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形成拱墅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将数字经济作为主要

产业导向，早期引进了大批信息软件、文创广告、

电子商务企业。为提升产业硬实力，结合区域战

略，我们正全力打造大数据、集成电路等两大产

业中心。”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数研院是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打造重要增

长极的科研重器。

其中，大数据技术驱动中心依托已在数研院

落地的中科领睿、中科物缘等大数据研发项目和

智能计算平台开展建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中心

依托在数研院落地的中科晶上车联网芯片等项

目，正加快导入芯片领域的资源。

上市公司金石资源的芯片设计项目华芯巨

数（杭州）微电子注册落地、焦点互联信息科技、

中奥科技、伊西威威等大数据头部企业先后落户

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回顾 2020 年，一批大数

据、集成电路头部企业项目落地，拱墅科技工业

功能区产业中心建设步履铿锵。

“现阶段，重构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产业格

局，我们还需要强化产业链靶向招商。”拱墅科技

工业功能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精准定

位大数据和集成电路产业，制定了招商手册及招

商图谱，将招引优质产业链项目 10家，新招引核

心产业规上企业 8 家，重大项目 3 项。“2021 年，

拱墅科技工业功能区数字经济营收预计 60亿元

左右，增幅约 15%。”该负责人说。

两大增长极牵引，这家园区高企数五年增两倍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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