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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过与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共谋创新，

我们的“安全可控调心滚子轴承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项目已获批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而且我

们还得到了1032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对于这个项目

我们更有信心了。

蔡玉铨
山东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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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以高科技为底色的新项目成

为企业发展亮点，这让位于临清轴承产业园区

的山东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玉

铨颇有感触。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通过与山

东大学等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共谋创新，我们的

‘安全可控调心滚子轴承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项目已获批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而

且我们还得到了1032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对

于这个项目我们更有信心了。”

11 月初，记者在山东省临清市打造的临

清轴承产业园区调研时发现，他们瞄准国内

资源，导入上游企业，引入下游企业，最终将

上百家轴承细分企业纳入其中，再引入高端

科研资源，产学研深度融合，最终推动产业焕

发了新生。

“临清的产业优势是轴承。我们拥有全

国最大的轴承贸易市场，不出临清，便可以买

全国、卖全国；我们拥有轴承全产业链，集聚

了 2200 多家上下游企业，产业链专业化分

工，配套能力强，可提供 5000 多种型号的轴

承。”临清市委书记刘培国向记者介绍，他们

立足这两大优势，围绕产业链建设创新链，加

快轴承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

郑兴涛从小就是摸着轴承长大的。在这

位 39岁的创业者眼中，临清轴承产业经历了

地摊式交易、规模化全国性贸易时期，现如今

形成了加工生产制造企业集群，一条全产业

链已经成型。

“在外省待了一年半后，我决定搬回

来。”郑兴涛说道。当初，由于难以达到环

评要求，他不得不将企业搬出临清。

如今，郑兴涛不再为环保发愁，因为临

清轴承产业园区建成后接手了污水集中处

理事务。在园区，甚至废渣还能被重复利

用。对中小创业者来说，如果在园区外生

产，仅环保设施就要投入 30 万元。

当然，入园也是有门槛的，企业必须启

用自动化生产线。通过设置门槛，园区倒

逼企业拥抱新技术。以郑兴涛为例，他投

资 3000 多万元建起了自动化生产线，同样

一天生产 4 万个轴承，原来需要 80 名员工，

现在只需要 30 多人就能完成生产任务。

“回归”的不仅仅是本地企业，还有众

多慕名而来的从业者。随着工厂从厦门搬

迁至临清轴承产业园区，经过再三考虑之

后，操着一口福建口音的资深轴承从业者

蔡梅贵和同事们跨越千里，奔着当地“轴

承业园区化、全产业链；买全国、卖全国；

技术工人好找”等独特优势，也一起举家

搬迁至此。

临清轴承产业园区建成之后，选择何种

企业“嵌入”产业链条尤为重要。临清轴承

产业园区打造了连城智造小镇、智创未来产

业园、风火轮专用特种轴承产业园等若干个

现代化产业园区，吸引了滚珠、热处理、车加

工、磨加工等一批轴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

纷入驻。

这里的管理者深谙园区成长之路，园

区的产业链越完善，越能吸引更多企业入

链，因为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也在加强。

轴承业园区化带来的好处不止于此，还可

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用临清

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高

晓光的话说，就是“看到先行者尝到了科技

创新的甜头，越来越多的跟进者也开始创

新，求新氛围起来了，产业则被带动着跃升

高端”。

从“远逃”到“回归”

创业者乐于嵌入本地轴承链条

临清轴承产业园区的面积有限，当越来

越多的科技企业聚集之后，土地紧张问题凸

显出来，于是园区拿出了“共享车间”方案。

临清市烟店镇副镇长王绍军向记者介

绍，原来分散在村子中的小微企业，他们被

物理空间分割开来，互不影响。园区采用

“共享车间”方案，像商场一样，统一给企业

配套各种设施，让企业可以在“共享车间”内

进行生产。他认为，“共享车间”就像一个温

室，慢慢把小微企业培育壮大。

“进园后，我们采用工业互联网最先进

的阿米巴模块化管理模式。”蔡玉铨颇有心

得地向记者介绍，我们将管理人员、一线员

工变成了创业者，他们投资一些生产线、小

项目，这样一来，整个企业变成了“大孵化

器”，利益深度捆绑，推动产品寿命和精密程

度显著提高。

记者注意到，园区有一座“院士大楼”。

全国轴类零件轧制成形领域的主要开创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正寰在这里设有院士工

作站，他的新技术也在园区落地。

胡院士落地的成果之一便是建成了山

从“共享车间”到“院士大楼”

新技术、新模式在这里落地开花

山东博特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特

轴承）的技术与众不同，这个差异在于其生

产的轴承壁很薄。无论是直径一米多，还是

直径几毫米的轴承，他们的轴承都做到了国

内最薄。前不久，博特轴承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牵手的产学研代表作

“高精密可替换型薄壁轴承”问世，实现了关

键部件的国产化。

薄，让博特轴承从轴承业的芸芸众生中

脱颖而出，成为薄壁轴承赛道上的先行者。

临清轴承产业园区瞄准空白领域，通过

产学研，借力发力，使得园区里的众多企业

闯出了一片天地。

创新创业共同体是山东省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一招，通过营造政产学

研金服用同台唱戏的创新生态，拉动“十

强”产业迈向高端化。依托临清轴承产业

园区，临清市打造了山东省轴承智能制造

创新创业共同体。该创新创业共同体获得

省科技部门批复，成为当地深耕轴承产业

的重要抓手。该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了核

心运营机构，引入洛轴所轴承研究院、质城

检测等为成员，与济南大学、山钢股份共建

山东省轴承产业技术研究院，邀请天成资

本公司的专家开展融资上市培训，组织开

展“揭榜挂帅”活动，攻克轴承行业关键技

术难题。

记者了解到，眼下，山东省轴承产业

技术研究院在科技开发、高技术产业化、

科技信息交流、人才交流及培训等方面服

务企业。

据悉，山东省轴承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共

同体最新的一项动作便是组织 6家企业参加

首届山东省创新创业共同体联盟“揭榜挂

帅”活动，通过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联盟将

技术难题面向全球张榜，选贤储能。

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只要有韧性，能

坚持，他们不怕路远。

“揭榜挂帅”破解难题

产品在差异化竞争道路上越做越强

引百家企业入园区引百家企业入园区，，这里打造出轴承全产业链这里打造出轴承全产业链

近年来，江苏省溧阳市科技局紧紧围绕长三角生态创新示

范城市建设目标，以争创国家创新型县（市）为抓手，聚焦“532”

发展战略，不断挖掘科技元素的着力点，提升创新能级，着力打

通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

进入“十四五”，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打造溧阳创新发展新

优势？

溧阳科技工作围绕政策扶持、创新创业载体、创新能力建

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谋划，以积极作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力再创成绩荣誉。中南化工有限公司“小麦镰刀菌

毒素污染风险形成机制及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安靠智电获批首届省科技创新发展奖优秀

企业（全省仅 46家）；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布

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云生分别获常州市推进“五大

明星城”建设（科技创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大力推进项目突破。安靠智电、中科海纳等 2 家企业

项目被纳入 2021 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资金项目库；长荡

湖水产、日日春获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专业资金农业科

技社会化服务后补助项目；新实施投资超 5000 万元科技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项目 3个。

——合力丰富创新创业主体。建立市科技局挂钩联系镇

区（街道）服务企业工作制度，以“小分队”形式主动服务、靠前

服务；编印《为科技创新赋能服务指南》，以“工具书”形式为广

大企业和科技工作者提供指引、答疑解惑。今年以来，已征集

企业创新合作需求 41 项、科研院所成果 800 多条；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三批共 10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105家，认定省民营

科技型企业 50 家、常州市高新技术产品 175 只。今年 1—9 月，

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586.6亿元，同比增长 68.5%。

——发力建设创新创业载体。江苏联盟化学与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合作成立“生物基高分子材料”联合创新中心；组织华

鹏变压器、时代新能源等 9家企业负责人围绕共建企业联合创

新中心，对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增江南烘缸、华鹏智

能仪表、新力机械、诚鑫环保等 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

增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东南大学溧阳研究院等 2家省

级众创空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省级以上“三站三中心”

154家，常州市级以上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34家。

——蓄力优化创新生态。搭建“链通溧阳”科技服务平

台。围绕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存在的短板，举办先

进动力和储能电池产业对接峰会，邀请 250 多位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参与对接。新增 2 家“苏科贷”合作银行，发放“苏科贷”9

笔 2535万元。省科技创新券服务机构入库 2家，省科技创新券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8 家，发放 2020 年溧阳市科技创新券 64

家 927.25万元。签订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 46项。

——聚力提升创新合作能力。两节期间，举办“中国绿色

催化专家智库”会议，邀请 16 位院士、13 位专家来溧共商绿色

化学发展，搭建催化科技界与产业界沟通交流的平台。抢抓融

入南京都市圈，加入都市圈科技创新智库联盟，共同参与“南京

都市圈创新合作宣言”“南京都市圈科技创新生态图谱”等合作

框架的制定与发布，建设南京都市圈科创共同体。承办“名城

名校合作行 创新创业赢未来”重庆、成都产学研对接活动，深

入交流重庆大学溧阳智慧城市研究院运行情况，组织溧阳二十

八所系统装备有限公司、铭丰电子、乔尔塑料等多家企业与四

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多所院校签订 9

项产学研合作协议，组织溧阳市 16位企业家与重庆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的教授开展面对面交流。

下一步，溧阳市科技工作将按照省、常州市工作部署和要

求，紧密结合溧阳“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冲破“县

级市思维”，积极创建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和国家创新型县（市），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实干担当，有序有力部署科技创新

各项工作：

——攻关重点科技项目。全面发力省重点项目，力争申报

成功产业前瞻、现代农业等省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新增投资

超 5000 万元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完成技术合同成交

额考核指标。

——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计

划，到 2022年底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40家；强化科技型中小企

业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有机衔

接，扎实做好企业创新管理服务工作，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打造优质科技载体。积极推进国家高新区创建和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着力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省级以上双创载体，新引进高水平孵化机构。认定省级

以上“三站三中心”9家。

——深化协同创新合作。推进“链通溧阳”科技对接平台

建设，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强与省产研院对接交

流，争创联合创新中心；更多频次更深层次组织企业与国内外

知名高校院所精准对接，年内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50项以上。

——实施引育人才工程。以“高精尖缺”为导向，大力引进

国内外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通过引进国内外人才以及开展

国际合作交流统筹打造溧阳引才品牌，大力实施“天目湖英才

榜”工程。

（图文及数据来源：溧阳市科学技术局）

江苏溧阳：“十四五”多措并举，再造创新发展新优势

东省唯一一条斜轧轴承滚动体生产线，其生

产方法比传统锻造、切削效率提高 4—10倍，

平均材料利用率达 85%，生产成本下降 30%

左右，代表着轴承滚动体生产的趋势。

在当地，新模式、新技术正呈遍地开花之

势。打造科技+、金融+、企业+创新模式……

类似的探索性模式已经深深地扎入临清轴承

产业园区的肌体中，持续为传统产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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