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高凌）7 月 29 日，福建省科技厅与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在榕举行“助力福建科技创新”战略合作签约活动。

记者在会上获悉，双方将共同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福

建省科技厅协助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开展对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力争 3年内为福建省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科技贷”融

资支持不少于 100亿元。

此举通过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实现了科技、金融、企业的多赢，也为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更多金融新鲜“血液”，给科技

型企业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动力。

“要始终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力打造科技金融

‘升级版’，进一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福建省科技

厅厅长陈秋立表示，面向“十四五”，加快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金融机构继

续加大支持力度，满足科技创新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据了解，福建省科技厅近年来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进程中，全面强化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生态，在“科技+银行”“科技+保险”“科技+创投”“科技金融创新

试点”等方面都形成了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该省“科技贷”

已与 16家金融机构合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累计投放贷款金额 119.5

亿元，惠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1671 户。长期开展的科技保险工作，对分

散和化解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截至 2020年，

已向省内 606 家高新技术企业发放科技保险补贴 3445.3 万元，为这些高

新技术企业提供约 590亿元的风险保障。省科技厅发起成立的生物医药

创业投资基金、省科技成果转化创投基金规模均超 3亿元人民币。

福建科技厅联手中国银行

3年提供不少于百亿“科技贷”
台。”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广清一体化可

以参照深圳创新模式，用广州创新资源对接清远

低成本优势，进一步打通市场。

今年 2 月，广清两市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共

同推动两地进行创新协作、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对

接机制、开展科技招商引智工作、推动创新平台

共建共享、开展科技金融服务、加强人才培养等。

“加快为符合条件的清远专家发放广州人才

绿卡，吸引更多人才到清远发展。”广州市副市长

黎明表示，要发挥广州总部经济优势，构建“广州

总部+清远基地”“广州研发+清远制造”“广州孵

化+清远产业化”等产业合作共建模式。

记者了解到，广州将推动清远对接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广州发挥科教资源集聚优势，推

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在清远设立分

支机构，促进广州科技创新成果到清远转化。推

动广州科技基础设施、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科技

信息资源和大型科学仪器面向清远开放共享。

地方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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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广州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与广

州大学附属中学就清远市清城区美林湖学校合

作办学举行签约仪式，本次合作开创了广清两市

教育帮扶模式的先河，将为探索区域合作、民生

共享等制度创新提供“广清一体化”样本。

今 年 5 月 ，广 东 省 委 省 政 府 印 发 实 施 了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合片

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和《广清

经 济 特 别 合 作 区 建 设 总 体 方 案》（以 下 简 称

《总体方案》），广清一体化再次迎来重大发展

机遇，创新要素在广州和清远之间实现更为

畅通的流动。

“按照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广

州位于珠三角核心区，也是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的

中心城市；清远位于北部生态发展区，是传统的山

区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

务副主任朱伟说，广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将有助

于“核”与“区”之间融合互动，“山”与“海”之间携

手共进，实现优势互补的差异化协调发展。

清远南部地区与广州地域相连，历史上长时

间属于广州辖区范围，两地民间往来密切。

2012年，“广清一体化”设想就被提出,此后就

被写入了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等多个重要文件。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广清一体化”取得显

著成效。如今，清远与广州经济、文化等方面交

流紧密，约 20 万—30 万清远市民在广清两地生

活、居住、学习、往来，每日人员城际流动高达 10

万人次。

产业合作方面，据统计，2015 年 9 月开始实

质建设至今，广清产业园累计签约项目 200 多

个，80%以上的项目来自广州。

清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双德会介绍，去

年底清远市委“十大行动方案”涉及 305项任务，

投资金额约 3370 亿元，其中涉及广清一体化的

投资金额接近总投资额一半。

“十四五”以及更为长远的未来，广清一体化

将有更为宽广的前景。

今年 5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了《广

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广清经济特

别合作区规划面积达 112.5 平方公里，将打造成

为全省重大区域发展平台。根据该方案，到

2025 年，合作区工业增加值达到百亿元规模。

到 2035年，重点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创新生

态建设成效明显，与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基本

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有效破解，成为区域协

调发展的典范。到 2050年，创新要素高度集聚，

产业高端化发展，公共服务、营商环境与粤港澳

大湾区融为一体，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域。

朱伟说，广清一体化是广东当前推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的生动样本，对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

融入大湾区发展、推进区域间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探索跨区域城乡融合改革经验等方面均具有

重要的示范意义。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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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省省会和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市在

科技创新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家底。

7 月 5 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广州蓝皮书：广州创新型

城 市 发 展 报 告（2021）》，2020 年 ，广 州 全 社 会

R&D 经费达到 750.57 亿元，输出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到 2089.09 亿元。2020 年，广州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达到 11606 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

值 9991.71亿元。

与此同时，清远市科技创新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

2020 年，清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375

家，位居粤东西北第 2 位，增长率 16.8%，高于全

省平均增速；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 121 家，在

粤东西北排名第 2位。

“广清一体化是探索对内开放的一个好平

构建“广州研发+清远制造”等模式

◎本报记者 龙跃梅

为了实现两地创新要素更为便捷的自由流

动，广清两地从各方面为此创造条件。

7月 12日，广州市正式上线的国家医疗保障

信息平台是国内首个上线该平台的超大型城

市。清远市作为广州市对口帮扶城市，成为广州

市首个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联调城市。国家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两地的正式对接，将覆盖广

清两地 1458 家定点医疗机构，为广清两地 1700

多万参保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民的医保服务。

截至目前，广州市与清远市已实现15项高频

事项异地通办，包括子女学籍转移、建筑行业异地

施工缴税、广清公积金互贷、异地就医结算、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停办、社会保障卡申领/补换等，主

要以全流程网上办理为主，部分事项可以通过窗

口办理（异地代收代办），并与多地联办方式相结

合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地办”。

“创新推进营商环境一体化，加快推动广

州营商环境 3.0 向清远覆盖，拓展‘广清通办’

业务范围，实现广清两市政务服务无差别。”双

德会说。

记者在清远采访获悉，清远将继续以广清一

体化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为主抓手，优先推进基础

设施一体化，加快推进广清城际清远至省职教城

站段建设，推动广清永高铁、广州东至花都天贵

城际延伸至清远规划建设，推动清远南部地区与

广州中心城区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将试行广清两市居住证互认，努力消除户

籍制度藩篱，畅顺广清之间的人口流动、人才聚

集。”黎明透露，把广州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向清

远延伸，支持广州大型综合医院和示范性学校，

通过设置新校区、医院分院以及托管、结对帮扶

等模式布局清远。

创新要素流动更加畅通

广清一体化是广东当前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

样本，对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融入大湾区发展、推进区域间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探索跨区域城乡融合改革经验等方面均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朱伟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安吉县科技局深化科技

型服务，打造金牌化服务，定

期走访企业，开展科技“三服

务”，了解融资对接、技术引

进、人才引育等需求，截至目

前共走访企业 242 家，收集

各类科技项目线索62条、技

术需求22条。

242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徐洁芹）时下正是稻谷丰收的季节，

记者近日走进广州市黄埔区大吉沙岛隆平稻香园，连片的稻田像金黄色

的毯子，阵阵浓郁的稻香扑鼻而来。伴随着“轰隆隆”的机鸣声，收割机在

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袋，不一会儿，一亩地便收割齐整，一幅美

丽的丰收画卷尽收眼底。

据了解，大吉沙岛隆平稻香园经过前期的测产计算，单季亩产最高已

超过 1200斤。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谋划、选址、题名的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

园，包含大吉沙、长洲、深井等三大片区。其中，大吉沙片区作为隆平国际

现代农业公园一期项目，重点打造隆平稻香园，并在岛上设立国家杂交水

稻试验田，占地 160亩，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试验种植任务。隆平稻香园

也成为广东省唯一被纳入全国 28 个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示

范点的项目，将打造全省、全市农业科技龙头项目。

“我们的水稻种植不仅追求高产量，同时也在向高质量迈进。今年水

稻种植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农药，全程采取绿色防控。”湖南省农业科学

院副研究员刘洋表示。

一直以来，黄埔区不断推进科技兴农、科技强农，培养壮大黄埔区水

稻科研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一

方面，黄埔区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合作共建了隆平农业科技黄埔研究院，开展杂交水稻相关技术研究与

推广。另一方面，打造隆平院士港，通过引进高端农业科技资源，科学开

发长洲岛农田资源，建设世界一流的农业科技研发高地。

“袁隆平院士曾说他有两个梦想，分别是‘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梦’。我们只有努力将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园及院士港项目建

设好，才是对袁老最好的纪念。”黄埔文化集团董事长黎学军表示，希望借

助这些平台，培养更多优秀的农业人才，同时研发出更多优秀的水稻品

种，把农业科研成果推广出去，引领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发展。

单季亩产最高超1200斤

广州千亩“袁隆平稻田”迎丰收

“凭这看似不起眼的炭，今年 2月投产以来，

我们已与安吉近 200家企业达成合作协议。”6月

中旬，浙江悦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月生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企业投产仅数月，何以迅速扩大合作圈？记

者了解到，该公司通过技术手段使原本作为工业

危废的废活性炭吸附性能恢复至原来的 95%，可

回用于当地企业 VOCs废气处理，将使用成本减

至每吨约 1万元，为需求企业节省三分之二的治

理成本。

“近年来，安吉先后出台《安吉县加快科技创

新十条政策》、人才新政 4.0 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着力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

创业生态系统。”安吉县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朱

家胜介绍，企业将创新、绿色理念结合，形成亮

点，为自身创造良好效益。通过打造县域创新生

态，这样的生动案例将会越来越多。

做强主体培育 科企队
伍加速壮大

“新增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44家，提前 6个

月完成目标任务；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51家，创

历史新高……”回顾 2020 年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的成绩单，朱家胜介绍道，突出科技投入和人才

引进，是其中关键。

对此，浙江惠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杨彩梅博士感触颇深。2020 年，在非洲猪瘟和

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下，该公司销售额增长

30%，利润增长 50%。

“去年的逆势增长，得益于常年的科技积

累。企业年研发费用投入已超 1200 万元，逐渐

打造出一支 55 人的研发团队，产品从动物饲料

添加剂拓展到兽药领域。”杨彩梅介绍，在安吉

县科技局帮助对接下，公司去年成功引进一位

动物科学领域知名专家，在高能制剂领域填补

技术空白的同时，直接促成企业入选浙江省领

军型创新团队。

据介绍，去年以来，安吉县科技局深化科技

型服务，打造金牌化服务，突出“企业早对接、

材料早准备、专家早把脉”工作原则，定期走访

企业，开展科技“三服务”，了解融资对接、技术

引进、人才引育等需求，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

242 家，收集各类科技项目线索 62 条、技术需求

22 条。

“需要正视的是，当地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还

不够强，高企占规上企业比例仅为 37%。”朱家

胜表示，“十四五”期间，当地将创新实施高企“三

五”倍增计划，即每年新增高企 50 家以上，力争

“十四五”末高企占比规上企业达 50%以上，全县

高企累计达到 500家。

优化平台培育 提升创
新承载能力

6月 16日，安吉召开全县科创平台统筹管理

第一次专班工作会议，审议《安吉县科创平台评

价指标体系》《安吉县科创平台统筹管理 2021年

度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明确全县科创平台统

筹管理工作线路图。

“此前本地公共研发机构存在服务半径小、

服务深度弱问题，需要加强对已有新型研发机构

的提效工作，同时创建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朱

家胜表示，“十三五”期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

能制造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安吉生命健

康联合研究中心等一批科创平台先后建立。

扩大公共科创平台矩阵之外，安吉县坚持双

管齐下，以项目攻关为纽带，鼓励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联合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将研究院直接建

到企业，支持企业建立和完善研发机构，增强企

业创新后劲。

据悉，安吉县近年来着力完善“高企—省级

高企研发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重点企

业研究院—省级重点实验室”科创研发体系，打

造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平台。截至今年 2月，

全县拥有省级农业重点企业研究院 2家，省级企

业研究院 39家，省级企业研发中心 94家，市级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 142家。

朱家胜表示，为加强科创平台统筹管理，

当地要将科创平台资源纳入全县招商引才体

系，围绕制造业产业发展导向，通过“揭榜挂

帅”、项目路演、政策推介等方式，加强优质科

创项目和高层次人才项目的招引力度，探索统

一推介、抱团招引模式，形成全县科创平台项

目招引合力。

浙江安吉：“十联动”创新生态激发县域创新活力

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创新要素加速流动
广清一体化为区域协调发展广清一体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打样打样””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星辉）记者在近日召开的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主题论坛上获悉，面对磷石膏处理及利用这个世界性难题，贵州

不但创造性地探索“以渣定产”，还积极向科技创新要解决方案，开发出具

有代表性的磷石膏利用绿色低碳技术。

磷石膏是磷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伴生物，大量磷石膏的堆积不仅

占用土地资源，还存在安全和环保隐患。但是，磷石膏的处理及利用是世

界性难题，目前，按照国际惯例，磷石膏主要进行堆存处理。

作为中国磷矿主产区之一的贵州则利用科技创新率先在全国“以渣

定产”，倒逼磷化工企业走上绿色转型和综合利用之路，催生了新型建筑

材料等新产业，磷石膏在贵州正“变废为宝”。2020 年，贵州省的磷石膏

处置率已超过 100%。其中，贵州磷化集团从磷石膏建材、磷石膏制酸及

磷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等方向着手，磷石膏利用处置率从 2018 年的 65%提

升至 2019年的 91.8%，2020年更达到 104.4%，实现当年产生磷石膏当年消

纳完毕，磷石膏资源化价值化利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贵州大学陈前林教授介绍，在科技部、贵州省科技厅和贵州省工信

厅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贵州相关单位和人才团队开发出了具有代表

性的磷石膏利用绿色低碳技术，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产业化成

套技术。比如在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ɑ高强石膏磷酸技术利用化学

能直接将二水磷石膏转晶为半水ɑ高强石膏，突破了ɑ高强石膏的低

温转晶技术瓶颈，可大幅节约能源。半干法磷石膏砌块产业化生产技

术通过磷石膏水化和晶型精准调控以及成型装备的研究，用半干法生

产出的磷石膏砌块不需干燥即可直接用于砌筑，减少了传统砌块生产需

干燥的能源消耗。

目前，相关技术已经在贵州省内推广应用。

科技手段“变废为宝”

贵州磷石膏处置率超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