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责任编辑 王 倩园 区
2021 年 7 月 22 日 星期四

HI-TECH PARK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通讯员 叶梦雨 本报记者 朱 彤

随着产业链生态企业

不断整合，龙芯智慧产业园

逐步形成“内循环”，芯片筛

选测试、芯片销售、各类产

品硬件研发、配套应用软件

开发、STM 贴片线、整机组

装、整机销售、系统集成等

企业基本可以实现园内自

给自足，以龙芯中科为龙头

的信创小生态正逐步建立，

产业生态基本形成闭环。

产业转型谱新篇①

◎通讯员 孟 潮 本报记者 刘廉君

237 家高新技术企业，902 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120 家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42 家市级以

上创新创业载体……

作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唐山高新

区依托日本装备制造产业园、焊接产业基地、机器

人产业基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引领、开放

带动、产城融合”四大战略，先后培育了开元、中信

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诚）、百

川集团（以下简称百川）、汇中等一批行业领军企

业，在不同领域开创了40多项“全国第一”。

今年 1—6 月，唐山高新区机器人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 30 亿元，同比增长 23%。透过这组

数据，科技日报记者看到了更为亮眼的成绩。

“我见证了唐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孵化

基地面积由 2000 平方米到 8 万平方米的发展历

程，见证了一位位普通人的创富故事，更见证了

唐山高新区乃至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

展。”如今已在唐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工作

20年的该中心党委书记许英华说。

许英华告诉记者，特种机器人行业的领头羊

开诚、中华筛王陆凯科技、血液管理系统的佼佼

者启奥科技、红外线触摸屏技术领跑者河北华发

教育等一批批高新技术企业从这里出发，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为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唐山高新区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后

备企业培育库，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后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

育机制。

“我们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重点从科技型中小企业中遴选有基础、有潜力、

有积极性的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后备企业

库，进行重点培育，并对高新技术企业后备企业

库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了入库一批、培育一批、申

报一批的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唐山

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裴利云介绍。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多项优惠政策，有效调

动了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唐山高新区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 2016—2020年四年增加四倍。

唐山高新区以国家级创业中心为核心，搭建

集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校科技园于一体的创

新创业平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高起点建设各

类孵化器、加速器和众创空间。

据了解，唐山国家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已累计

孵化企业 500余家，毕业企业 200余家；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 10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余家，上

市企业 5 家；获得授权的知识产权 2000 余项；培

育市长特别奖获得者 4人。

培育创新主体，增强核心竞争力

百川科技孵化器位于唐山高新区的百川总

部大楼内，由百川旗下的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是涵盖创客空间、科技孵化、

创业苗圃、科技加速为一体的综合体，为小型科

技企业提供“超五星级”品质服务。

这里统一规划建设，将项目集中到统一规

划、设计具有现代风格的单元格；统一物资供

应，依托百川已有的物资供应体系，实行批量

采购和统一采购，大大降低小微企业生产成

本；统一管理服务，孵化器建有统一的职工餐

厅和其他配套设施，由专业物业公司统一管

理，解决小微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和非生产性工

作缺失问题。

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孟昭说：“目前，百川科技孵化器已入驻企业 79

家，实现了资源共享、平台共享、技术共享、市场

簇拥抱团发展，辟共享互助之路

唐山松下是首家落户唐山高新区的外资企

业。中国第一台全数字电焊机、第一个信息化焊

接 管 理 系 统 、第 一 个 智 能 焊 接 云 管 理 系 统

iWeldCloud都诞生在这里。

松下焊接设备将璀璨的焊花闪耀在国家体

育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兴

机场、港珠澳大桥等的每一个钢筋铁骨的缝隙。

去年，唐山松下又与安徽奇瑞新能源汽车就

铝合金车体自动焊接项目展开合作，该项目采用

了松下的焊接机器人、全数字电焊机、激光跟踪

系统，成为国内第一条铝合金型材车体自动焊接

生产线。

在唐山高新区日本装备制造产业园，众多日

资企业在这里集群式发展。“我们的对日招商是

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双方交流非常频繁。”唐山高

新区商务局副局长王淑玉告诉记者，他们设立专

门的日本处，专业负责对日招商，充分利用唐山

松下、唐山爱信等龙头企业的磁石效应，以商招

商，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日资企业招商之路。

唐山高新区作为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全国焊接机器人制造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

已形成以松下电焊机、开元自动焊接装备、小池

酸素数控切割机、神户制钢特种焊丝为框架的集

群发展模式，产品涵盖了焊接设备、焊接机器人

及其系统、切割设备、焊接材料及辅助机具等各

个领域，产业链条完备。

据介绍，唐山高新区已形成以工业机器人为

支撑、特种机器人为特色的机器人产业体系，产

业聚集度领跑全国。以开元、开诚两大领军企业

为核心，唐山高新区现有机器人相关企业 75家。

开诚的特种机器人，在抢险救援中解决了“人

不能近、人不能及、人不能为”的特殊需求。开诚是

我国产品种类最多的特种机器人生产企业，已形成

“应急救援、特种作业”两大系列30余款特种机器

人产品，其中消防机器人产品已全面列装30多个

省、市消防系统，产品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聚集重点产业，强链继续做强

共享。入驻企业与百川达成统一采购机电产品

协议，仅此一项就可节约 10%的资金。”

抱团合作还体现在金融服务上。入驻企业

共同使用百川的现行授信额度，同时，百川还联

合金融机构，以风投、入股等多种方式提供创业

资本服务，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今年以来，中科神威、合立普、威程科技 3家

企业合作承担了知名企业丹佛斯牵引无人驾驶

改造项目；莱锐思与新禾科技联合研发的焊板焊

接高度测量视觉识别系统在中车唐山公司投入

使用；鹰眼智能与薏莱蒲茵就物料识别和 AI 视

觉延伸产品研发签订合作协议……这些也得益

于技术上的合作支撑。

瞄准科技创新前沿趋势超前布局，唐山高新

区把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抓，形成

了研发+孵化+产业化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从产

业氛围、市场需求、研发服务、创业孵化、人才培

育、技术支撑等多维度共建共享，走上了共享互

助的工业合作化道路，形成了高新技术企业协同

创新的强大合力。

园镜头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科技日报记者从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北方）（以下简称北方中心）获悉，7月 17日，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

园建设及运营主体山东产发数字健康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该产业

园的建设进入“加速期”；也意味着，北方中心千亿级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

生态完成了一块重要拼图。北方中心是首个通过国家卫健委试点评估并

获得国家卫健委、山东省政府、济南市政府共建签约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

台，已成为山东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医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

根据规划，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将以健康医疗大数据为核心

生产要素，围绕“医数共生、医信结合”的总体产业定位，聚焦健康医疗及

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产业板块，在数字诊疗技术、药械研发、第三方检验、

5G通讯、物联网、智能制造设备等前沿领域进行探索、研究以及成果转化

和应用，承载一批创新度好、产值高、税收高的“新产业”。按照规划，到

“十四五”期末，该产业园将承接超 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预计引

进创新型、专业化人才约 5000人。

当天，正值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健康）

成立一周年。记者了解到，北方健康作为北方中心建设运营主体，自成立

以来，围绕健康医疗大数据全产业链大力开展双招双引，构建“产业园

区+产业数创中心+产业基金+产业联盟”四位一体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产

业生态体系。截至目前，北方中心已引入包括中国家庭医生平台、国家远

程医疗协同平台、国家肿瘤微创联盟等国家和行业领先平台；多家行业领

军企业意向入驻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

作为北方中心建设创新创业孵化高地的重要载体，北方中心产业数

创中心也于当天同步启动。其将围绕数据要素和众创空间“双赋能”，吸

引初创企业、小微企业、联合实验室、高校研究成果转化平台等多元化创

新主体入驻，协同产业孵化基金和产业联盟，搭建创新创造平台，厚植干

事创业沃土。

山东数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云慧医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数

存科技有限公司、银融致信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泓图人工智能技术研究

院、达闼机器人有限公司 6家企业首批入驻北方中心产业数创中心，力争

在智慧医疗、糖尿病精准数字化监测及 AI诊疗服务、保险金融大数据、数

据安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据了解，未来，北方健康将继续加快构建“产业园区+产业数创中

心+产业基金+产业联盟”四位一体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

继续加快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空间；继续加快完善

“政产学研金服用”专业化、一站式产业服务；进一步助力山东省加快培

育千亿级世界领先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产业集群，以数字经济引领

新旧动能转换。

园区运营主体公司揭牌

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提速

7 月 12 日—15 日，全国百家媒体的记者们来到了位于新疆阿勒泰地

区的吉木乃县，共同参观通过草场租赁、就业创收、收益分红等方式带动

全县 2912人增收的万驼园。

万驼园始建于 2019年 6月，位于吉木乃县东北方向，距恰勒什海乡以

北 24 公里处，占地面积 40 余万亩，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骆驼养殖基地。该

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日照充足，适宜骆驼生长。

万驼园以“生态修复、产业扶贫、旅游富民”为指导思想，与旺源集团

的骆驼产业扶贫模式相结合，打通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路径，带动经济发

展。

旺源集团为了打造好、发展好万驼园，以产学研的模式，用高科技手

段促进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产业扶贫，积极与新疆各高校合作，引进高质

量专业技术人才，让万驼园成为了科研基地。

由于骆驼的受孕周期长达 13—15 个月，而且养殖周期较长，为了降

低养殖成本、保障驼奶产品充足，万驼园利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使骆驼的

养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

驼奶不易保存，刚挤出来的温度在 37.5—42.5 摄氏度之间。而且驼

奶的产量也非常少，哺乳期骆驼一天的产量仅为 2—3 公斤，骆驼不像奶

牛那样配合挤奶工作，母驼必须嗅到幼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一次分

泌只能持续几十秒钟。种种原因使得驼奶变得十分珍稀。

旺源集团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破解了骆驼的基因密码。早在 2012

年，旺源集团就完成了世界首例双峰驼全基因系列图谱绘制和破译工

作。同时，旺源集团还独创了生物滤网·物理灭菌技术，利用鲜驼奶中的

营养物质与细菌的分子结构大小不同的生物学原理，将细菌通过“生物滤

网”进行识别与过滤后排出，保存驼奶中的高活性营养成分、保证抗体不

受破坏，达到杀菌和营养全面保留的双效平衡。

万驼园在建设中，不但提出了骆驼饲草种植及选育方案，还考虑到了

草场的生态修复，在开展牧草种植培育的同时，进行荒漠化草场修复工

作，对 3.58万亩退化草原进行补播。

今年，万驼园在种、养、研、游上持续用力，力争实现新的突破，“种”突

出质与量，对 7万亩荒漠实施免耕播种，补充优质草种，让 10 万余亩草场

发挥最大效益；“养”实行散围结合，加强科学化养殖与管理；“研”重点建

设荒漠化草原修复观测研究、骆驼研究和生态监测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建

设骆驼驯化站、动物医院，探索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政、校、企结合最佳形

式；“游”以“百机共聚吉木乃，万人探秘万驼园”活动为契机，开启生态旅

游的新发展。

万驼园自投建以来，吉木乃县有 1026 户农牧民通过租赁草场、养殖

骆驼打工就业、分红等方式实现增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60 户 2665

人，人均年增收 5624元，带动 5个村集体年增收 10万元。

万驼园负责人马英俊介绍说，目前万驼园步入第二阶段的建设，将整

体完善园区内的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建设，更好地为牧民和游客服务。

要将万驼园打造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骆驼养殖基地、驼类品种齐全的主

题游乐园、骆驼喜食植物的植物园、富民增收的扶贫园，以及荒漠草场生

态修复的示范园。

产学研携手，一二三产融合

新疆万驼园产业扶贫有妙招

近日，国内首个国产化金融自助服务专区在

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正式运行，这主要得益于

农行金华分行与龙芯中科等生态链企业开展的

卓有成效的合作，成功解决了插件处理、格式文

件、数据库适配等诸多软硬件问题。

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龙芯智慧产

业园是此次合作的基础。该产业园由信息产业、

智能制造、科技孵化三个园区组成，是以通用芯

片、基础软硬件、集成电路板、信息安全、物联网

应用、智能工控设备研发设计生产为主导产业的

国家级信创产业园。

目前，龙芯智慧产业园已招引龙芯中科、清

华同方、神州信息、中科曙光、统信软件、安恒信

息、力积内存等众多知名企业入驻，园区产业生

态初具规模。

产业集聚 信创生态不断丰富

据了解，浙江金华是全国“八横八纵”干线

光缆传输网的重要节点和浙江省第二大信息

港，具有发展信创产业的优势。近两年，金华

市金东区以“万亩千亿”产业平台为载体，抢抓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发展风口，加速集聚信创

全产业链生态。

2019 年 8 月 5 日，浙江龙芯智慧产业园项目

落地金东。项目通过引进龙芯中科，并依托其

IT 产业生态中的龙头地位，吸引关联上下游的

芯片应用终端研发生产企业在金东集聚。当年

10 月 11 日，浙江省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

揭牌成立，“芯芯”之火开始燎原。

在全球“缺芯”的大背景下，芯片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龙芯中科是国内极少数能独立设计

CPU 并构建 IT 产业生态的企业。目前，金华芯

片测试线已投入运行，未来将打造成商业级产品

测试中心、晶圆测试中心以及高可靠等级存储芯

片测试中心。

围绕“一颗芯”，龙芯智慧产业园的产业生态

不断丰富。以“清华同方”为例，50 天实现从厂

房装修到首台产品下线，随着自动化生产线高速

运转、不断产出，投产半年就实现 6亿元产值。

互联网域名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互联

网基础技术研究国家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根

服务器运营企业。去年 10 月 26 日，互联网域名

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金东设立分中心，其基

于龙芯 CPU 研发生产的“红枫”域名系统服务器

同时下线。

“红枫”是互联网域名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历时 10 年自主研发的域名系统软件，与传统

域名系统软件相比，在高性能解析、多线路智

能调度、快速数据更新、扩展性等多方面都占

有优势，并全面适配国产 CPU。目前，基于“红

枫”系统建设运营的全球第二大新顶级域名服

务平台已设立金华服务节点，为全球提供顶级

域名服务。

完善服务配套 打造高
能级科创平台

龙芯中科总裁胡伟武曾表示，龙芯中科在金

华投资，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重点领域，通过集

聚发展，构建完整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公司

将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关联

企业来浙江投资兴业，推动创新发展。

不到两年，龙芯智慧产业园以龙芯中科为产

业龙头，搭建了产业集聚的“四梁八柱”，形成包

括 CPU、整机和系统集成三个主要环节的产业

链“主干”。先后引进清华同方、力积电子、神州

信息、WPS、统信、数科、国家域名中心等 40多家

信创企业以及物联网设计企业。目前，30 余家

企业已正式在园区注册落地。金义新区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产业平台也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万

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培育名单。

随着产业链生态企业不断整合，龙芯智慧产

业园逐步形成“内循环”，芯片筛选测试、芯片销

售、各类产品硬件研发、配套应用软件开发、

STM 贴片线、整机组装、整机销售、系统集成等

企业基本可以实现园内自给自足，以龙芯中科为

龙头的信创小生态正逐步建立，产业生态基本形

成闭环。

“龙芯智慧产业园是金华向高端制造、信息

科技产业快速迈进的一个缩影。‘十四五’开新

局，我们将紧抓自贸区、金义新区、金东区‘三区

协同发展’机遇，通过建强产业平台、加强‘双招

双引’、完善服务配套等进一步提级赋能，吸引关

联上下游芯片应用终端研发生产企业集聚，加快

形成千亿级浙中信息产业集群。”金东区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金东区将以建区 20 周年为契

机，进一步坚持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打造科技活力竞相迸发、创新要素充分涌流的高

能级科创平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共

同富裕贡献更多金东力量。

从“芯芯”之火到形成闭环
龙芯智慧产业园加速完善信创产业生态

编者按 近日，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信部、自然资源局等四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建设 2020 年度评估结果及下一

步重点工作的通知》，对真抓实干取

得明显成效的 6 个园区予以通报表

扬。据此，本报推出产业转型谱新

篇系列报道，聚焦这些园区立足自

身特点，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

旧动能转换方面进行的积极尝试和

有效探索，以期提供有益经验。

唐山高新区把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抓，

形成了研发+孵化+产业化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从产业氛

围、市场需求、研发服务、创业孵化、人才培育、技术支撑等

多维度共建共享，走上了共享互助的工业合作化道路，形成

了高新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技术人员在唐山松下焊接技术中技术人员在唐山松下焊接技术中
心调试机器人焊接设备心调试机器人焊接设备。。 郭宝强郭宝强摄摄

唐山高新区唐山高新区：：
多维度共建共享激发企业创新合力多维度共建共享激发企业创新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