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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的实景互动大屏、绵延铺展的数字沙盘、

“舞台”上方悬挂的球幕……9月10日，当江西鹰潭

高新区智联小镇大门缓缓打开时，科技日报记者看

到这里展现了多种不同的智慧内容，40多种物联

网应用场景琳琅满目，5G 通讯技术已经运用自

如。在这里，观众可以身临其境，通过现场的裸眼

3D视频预见这座智联小镇的未来，触及想象中的

智慧办公和智慧生活。如今的鹰潭，正插上智慧的

翅膀，卷起物联网产业这股巨浪，厚积而薄发。

35 万 平 方 米 的 小 镇 客 厅 及 配 套 公 寓 、35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定制厂房、1.5 万平方米

移动物联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及 1 公里智创

街 区 ……位于鹰潭高新区白露科技产业园南

部，紧邻龙虎山景区的鹰潭高新区智联小镇，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参观者“打卡”，一个万物智联的

智产旅居综合体已现雏形。“高新区全力打造 11

平方公里集‘智、产、旅、居、未来’五位一体的智联

小镇，为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基础。”鹰潭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肖霖介绍说，鹰潭高新区正在积极打造“物联江

西”的示范样本，全力推动移动物联网产业发展。

一直以来，地处赣东北的江西鹰潭因铜产业

享誉四方。如今，“移动物联、智慧美城”已然成为

这座江南小城的新名片。近年来，鹰潭高新区大

力打造智慧美城，在教育、卫生、交通、休闲等方面

推出了一系列物联网智能化应用，智慧教育系统、

智能水表、智慧门禁、智慧旅游等物联网应用纷纷

落地，智慧化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随着5G技

术的应用与融合，鹰潭高新区移动物联网产业迎

来了发展热潮。2019年，高新区成功承办了江西

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2020 年，高新区共举办

移动物联网创新创业活动30余场，为高新区移动

物联网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肖

霖说，鹰潭高新区物联网产业正在实现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由“盆景”到“风景”的华丽蜕变。

五位一体的智联小镇已现雏形

“2020 年度移动物联网集群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 283 亿元，同比增长 26.5%，上缴税收达 2.15

亿元，关联产业产值达 400 亿元。”肖霖介绍，高

新区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现有企业 155家，覆盖

通信模组、智能终端、网络安全、智慧城市应用集

成、测试认证全链条。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拥有

全球最大的 NB-IoT水表生产商、上市公司三川

智慧，以及水晶光电、广信新材料等 21家本土龙

头企业，引进了欧菲炬能、弘信电子等 30余家知

名物联网信息基础设施龙头企业。

记者从鹰潭高新区科技分局了解到，鹰潭作

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试点示范基地之一，移动物联网产业实现飞

跃升级，走在了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前沿。高新区

政策制度完善，创新要素聚集，移动物联网产业

集群内企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移动物联网产

业链条，组成了孵化研发、产业导入、示范应用、

安全检测的物联网产业链生态闭环。

截至目前，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 36家，占集群企业总数的 23.22%；上年度

集群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 3.2%；拥有发明专

利 25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0.6个。

移动物联网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围绕移动物联网产业

发展需求，重点打造产业承载平台、技术服务平

台、产业联盟平台等公共支撑平台，为移动物联

网企业创新创业、产品开发、检验检测等提供完

备的公共服务环境。”鹰潭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余战龙说，集群不仅拥有三川

智慧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还与中国信通院、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所院校合

作，相继建成了中国信通院鹰潭泰尔物联网研究

中心、北航鹰潭研究院、江西翱翔智能无人技术

产业研究院等。

余战龙介绍，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现有鹰潭

高新区颐高互联网+创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1家，颐高万创空间国家级众创空间 1家，另

有八戒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移动物联网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等省市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5家。

“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与智慧云测合作建

成的物联网安全检测平台，可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物联网安全检测服务。”余战龙介绍说，2020

年 6 月，江西省首家移动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成立，吸纳常务理事单位 11 家，副理

事长单位 9 家。

“为了促进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的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我们还同时大力开展产学研用。”肖霖

说，智慧云测已完成国家密码局统一组织的实际

操作考核，正在研发基于密码涉及的安全通用模

组；江西翱翔智能无人技术产业研究院已开展

“5G+无人机+公路养护”等项目。

短短几年间，鹰潭高新区已经成为移动物

联网产业服务平台配套齐全的园区，可为移动

物联网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技术转化应用和进入

商用市场的全链配套服务。结缘物联网，让江

西 鹰 潭 充 满 新 经 济 的 潮 流 范 儿 。 据 悉 ，2020

年，鹰潭高新区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有创新活

动企业 80 余家，物联网产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达 9.2 亿元。

公共服务环境逐渐优化

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

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6家，占

集群企业总数的 23.22%；

上年度集群企业研发经费

支出占比 3.2%；拥有发明

专利 25 件，万人发明专利

30.6个。

◎邸 金 张文丽 杜 英

◎本报记者 叶 青

“加速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应用示范、

产业发展‘四大提升工程’建设，我们要做强做

实鹰潭移动物联网试点城市建设，打造全国移

动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的鹰潭样板。”鹰潭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说，鹰潭移动物联网产

业的发展，正在按照“网络先行、平台为重、应

用牵引、产业为本”的四位一体发展思路，着力

打造集移动物联网研发、生产制造和终端应用

的产业集群。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打造千亿物联网集群，

努力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物联网创新中心、制造中

心、应用中心。”谈到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的未来

规划，李卫国充满信心，到 2023 年，鹰潭高新区

将打造成“物联江西”示范样本，鹰潭高新区移动

物联网产业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产业生态体系愈加健全，产业能级持续增强；移

动物联网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 580 亿

元，年均增长约为 18%；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将

拥有物联网企业超过 300家（其中制造类企业超

过 150 家），纳入江西省政府协议供货目录的物

联网终端产品将超过 60款。

展望 2035 年，鹰潭高新区正向着完全实现

以移动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为蓝图的“中部智慧

物联科技高地”进发，构筑起移动物联网关键技

术创新发展先导区、新型场景示范应用示范区、

行业标准制度规范先行区。

千亿物联网集群呼之欲出

秋初，在陇原狭长的版图上，特色各异的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点亮了

区域经济发展明灯。自 2018年甘肃省政府批复

建设省级高新区至今，历经2年多的培育建设，全

省 9家省级高新区聚焦动力转换，有效引导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强力引擎。

祁连山下
现代农业挑大梁

这里是河西走廊上的戈壁水乡，张掖市，全

市有耕地 400万亩，盛产小麦、玉米、水稻、油菜、

胡麻等农作物，是全国重点建设的 12 个商品粮

基地之一。

初入秋的张掖市民乐县风景如画，一块块正

在收割的麦田绘出几何图案的乡村画卷。依托

民乐生态工业园区设立的民乐高新区内，却是另

一番现代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图景。

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化工新材

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

该高新区内实施了无机氟化盐、维尔沃新材料、

泰睿特医药中间体、科森电气、天祁生物孕马血

清等 10 项生态工业项目，以工业化带产业化促

城镇化。

由园区率先引进的业内现代化设施农业领

域龙头企业海升集团坐落在园区一隅。海升千

亩果品园、绿色有机果蔬分包车间和果汁生产加

工厂、海升果蔬包装箱生产等项目的陆续建成，

推动这里的农业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在海升集团等各类企业的带

动下，已有 1.8万多名群众在园区稳定就业，劳务

收入 8亿元。

“农业+加工业”“农业+旅游业”“农业+现代

服务业”的一二三产齐头并进发展模式，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民乐县以食用菌、

中药材产业为基础，培育县域特色型、新兴产业

型、生态循环型、休闲观光型、园区集聚型家庭农

场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7家，让这里特有的荒漠

绿洲景象尽显欣欣向荣之貌。民乐生态工业园区

曾被列入国家工信部绿色制造名单，更是全国首

个“一带一路”创业创新产业基地示范园区。

渭水源头
中医药为发展开良方

这里是享有千年药乡美誉的甘肃咽喉——

定西市，是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核心

区。因地处青藏高原下延区与黄土高原抬高延

伸区交汇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地貌特征

决定了定西中药材品种的多元和富集。

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160万亩

左右，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常用的 130 多个中

药材品种定西有 97 个，占 75%。定西三大主栽

品种当归、党参、黄芪种植面积分别占全国的

60%、20%和 40%，具备发展中医中药产业的政策

叠加机遇和资源条件。

走进“中国黄芪之乡”定西市陇西县，依托陇

西经济开发区设立的陇西高新区内坐落着中医

药循环经济产业园。这个集中医药技术研发、科

研检测、精深加工、电子交易、展览展示和配套服

务于一体的陇药产业高新技术示范基地，彰显出

科技创新带来的勃勃生机。占地 4.9平方公里的

园区内已入驻工业企业 34 家，以中医药循环产

业为主，包括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陇西一方制

药有限公司、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陇西分院、

陇西合伙人众创空间等。

以地产中药材交易为主的地产药材交易园，

已入驻工业企业 10家，年中药材交易量 20万吨，

是以中药材溯源和初级加工为辅的现代化中药

材交易和价格形成中心。药市的欣欣向荣也带

动了物流等配套服务业的共同发展。甘肃中药

材交易中心现代仓储物流智能云仓等一批中药

材现代仓储物流项目先后落户定西，为“南药北

贮”注入科技智慧。

陇山以西
铝业担当经济“王牌军”

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

司（以下简称西北铝）为核心组建的铝加工产业

联盟，更是展示出铝冶炼及加工产业作为陇西工

业产业发展“王牌”和“名片”的活力。近年来，陇

西县发挥园区载体作用，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以

东兴铝业 35 万吨电解铝、西北铝 2 万吨铝加工、

顺泰铝业和中盛铝业 25 万吨铝型材、陇西西北

铝铝箔有限公司 2 万吨铝箔为主的铝产业链。

2020 年实现产值 82 亿元，占据了甘肃铝冶炼及

加工行业的一席之地。

据了解，截至 2020 年底，陇西高新区累计入

驻工业企业 89 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75 亿

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6.29 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

2512.15 万元，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 2411 人，

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5 个，发明专利累计

授权 358个，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 18家。

可圈可点的成绩，道明了这组数据背后强大

的推动力。在陇西县半年考核中，陇西经济开发

区以主要指标总量对市县的贡献率最大，园区工

业增加值占区域 GDP比重提升最大，工业“六个

高于”指标全市得分最高，为集聚要素、承载产业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2021 年上半年，陇西

铝加工业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65.9%、

30.5%，呈现出量价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这些是甘肃省级高新区发展的缩影。产业

集群化赋能，在河西走廊，新材料、新能源、智能

制造等产业链持续发力；一条长达 80公里的“驿

马—莲池—农耕文化产业园—新区—西川”工业

长廊特色鲜明；“双千亿”煤电化冶产业基地在平

凉加快建设，新动能快速成长……聚焦“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方向，甘肃省高新区逐步成了

全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驱动的试验田、加

快发展的主阵地。

引导产业集群化创新
“高新”力量驱动甘肃高质量发展

把物联网从把物联网从““盆景盆景””变变““风景风景””
这里又瞄准中部智慧物联科技高地这里又瞄准中部智慧物联科技高地

23.22%

位于江西鹰潭高新区的三川智慧水表生产线位于江西鹰潭高新区的三川智慧水表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9 月 8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广西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广西将稳步

建设高新区，力争到 2025年，全区实现自治区级高新区在设区市全覆盖，

新增国家高新区 4家，新增自治区级高新区 6家，全区高新区总数达到 20

家，推动高新区进位争先。

2020年 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贯彻落实国家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高新区发展，

广西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制定出台《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着重从 6个方面提出 23 条具体措施，促进广西高

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西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广西将以问题为导向，

主要从 6个方面开展工作：加强优化高新区布局，着力解决广西高新区数

量偏少、整体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加强提升高新区创新能力，着力解决

高新区支撑能力不足问题；加强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着力解决高新区

“不高”“不新”问题；加强推动提升开放创新力度，着力解决高新区辐射有

限、合作不深的问题；加强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着力解决高新区管理运

营机制不畅的问题；加强组织管理，着力解决高新区压力不足、动力不够

的问题。

广西现有桂林、南宁、柳州、北海高新区 4 家国家高新区以及 10 家自

治区级高新区。2020 年，广西 14 家高新区经济持续保持恢复态势，工业

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长趋势明显，完成工业总产

值 7995.04 亿元，同比增长 9.47%；完成营业总收入 10353.62 亿元，同比增

长 21.88%；完成出口总额 125.19亿美元，同比增长 30%。高新区已成为广

西重要经济增长点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重要载体。在科技部

开展的全国 169 家国家高新区 2020 年度评价排名中，广西南宁、柳州、桂

林和北海高新区均排在前 75位，居于全国中上水平。

力争2025年高新区总数达20家

广西23条措施助高新区量质齐升

建设创新疫苗生产基地，推进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开工建设全国首

个航空轮胎动力学试验大科学装置的配套工程，打造高成长性企业总

部集群……9 月 8 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举办“中新广州知识城

落实国务院总规批复一周年重大项目集中动工签约活动”。此次动工

签约的重大项目涵盖总部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基础配套

等领域。

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亚伟表示，

《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 年）》（以下简称《总规

划》）获国务院批复一年以来，“一核两心多园”全面提质，“三集群两

高地”全面提升，“湾区创新策源地”全面提速，“郊区新城”建设全面

提速，建设了活力四射的创新之城、前景无限的知识之城、生机无限

的魅力之城。

“动工千亿、签约千亿、融资千亿”

2020 年 8 月，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知识城）《总规划》获国务

院批复，知识城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一年以来，知识城乘着《总规划》批

复的东风，91 个项目动工建设，75 个项目竣工试投产……知识城布点重

大知识经济项目，完成固投总额超 700 亿元。

9 月 8 日，在知识城环九龙湖总部核心经济带，隆隆的机械声拉开

了集中动工签约的序幕。据了解，本次动工项目 54 个，投资总额约

1017 亿元；签约项目 66 个，总投资约 1137 亿元；融资项目 14 个，提供政

策性贷款融资支持 1405 亿元。“动工千亿、签约千亿、融资千亿”的“三

个千亿”，吹响了启航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冲锋号”，按下重大项目集

中动工签约“快进键”。

动工项目中不乏“国字号”大项目的身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

料院由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共同建设。

该院着力打造以航空轮胎动力学大装置为核心的高端轮胎研发及制造平

台和芯片化学材料研发及制程验证平台。该院总部园区是全国首个航空

轮胎动力学试验大科学装置的配套工程。

威斯克疫苗研发生产项目依托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团队和四川大

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将打造国际化疫苗和免疫治疗平台。该项

目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平台，未来将研发和生产丰富的疫苗产品，实现多款

重磅疫苗上市，打破海外疫苗企业的垄断。

创新型疫苗生产基地项目落地

66个产业项目签约落户，类型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密码

产业等六大领域，总投资约 1137亿元，达产产值、营业收入约 1433亿元。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已集聚超 3000 家生物医药企业，跻身生

物医药产业第一梯队。此次签约活动上，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再度

迎来 11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知识城创新型疫苗生产基地项目重磅签约落地。该项目由广州实验

室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将依托位于知识城的广州

国际生物医药价值创新园，规划约 3.3万平方米用地建设创新型疫苗生产

基地，由广州实验室提供技术指导，与广州开发区疫苗研发企业推进新冠

肺炎疫苗研发联合攻关工作。该基地将重点引进核酸疫苗、重组疫苗、病

毒样颗粒疫苗、中和抗体等创新型抗新冠疫苗核心项目，开展以创新型新

冠疫苗为代表的国内外紧缺新型疫苗产业合作。项目计划投资 10亿元，

预计产能 10亿—12亿剂，达产产值约 200亿元。

集中签约项目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再挑大梁，共有 22个项目，占

比最高。8个商用密码系列项目集中签约落户，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预

计达产产值营收 8亿元。

“三个千亿”按下建设“快进键”

广州知识城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