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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2020年5月份，为推行组阁揭榜改革，《山东省重大科技

创新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下发。如今，泰安市揭榜制实

现了“一举多得”：以3780万元的政府资金撬动7.13亿元的

社会研发总投入，既达到产业“延链、强链、补链”的目的，又

推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浙江省舟山市科技局将重

点组织开展碳汇海藻贝类高效

养护技术、综合养殖碳汇扩增

技术和人工鱼礁构建技术应用

研究，5年内开发固碳海洋养殖

新品种2个以上，实施5个生态

修复场景，力争单位海域面积

固碳能力提高10%。

1 月 6 日，浙江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浙石化）签约共建绿色石化

技术创新中心。该中心将引入清华大学科研团

队，开展绿色石化、碳中和领域技术创新，逐步推

动舟山、浙江乃至全国化工产业低碳转型。

这是“双碳”背景下，舟山市探索科技赋能推

动“碳达峰、碳中和”的有益实践。截至 2021 年

底，全市已累计培育“双碳”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21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45家。

“海风和潮汐能发电、渔业碳汇、绿色油气……

聚焦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

舟山‘双碳’工作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舟山市

科技局负责人表示，科技部门通过引进、培育“双

碳”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之外，要切实服务产学

研高效合作，确保绿色低碳技术在舟山生根发

芽、开枝散叶。

压力化作转型动力 打
造海上绿色“油田”

2017年 7月，舟山绿色石化基地项目一期在

鱼山岛开工建设。经过 4年建设，一期项目已经

投产，二期项目即将建成，如今的鱼山岛犹如一

座巨大的“钢铁之城”。

“今年 1—10月，浙石化实现产值 1204亿元，

意味着舟山首个千亿级产值企业诞生。”浙石化总

裁刘明辉介绍，项目二期投产后，石化基地将实现

4000 万吨/年炼油能力、1180 万吨/年芳烃和 42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到 2025年，绿色石化基地

将形成一个集炼油、化工、高端新材料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产业链6000亿元。

然而在“双碳”背景下，炼化行业普遍面临碳

减排的巨大压力。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估算，全国炼化行业加工

过程的 CO2 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5%左右，石油炼

制与石化加工过程每年碳排放约 4亿—5亿吨。

“石化行业体量大、流程长、发展惯性大、路

径依赖强、碳排放系统化基础数据少，科技赋能

石化行业低碳转型发展是趋势。”舟山市科技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经浙江省科技厅对接指导，舟

山市成功引入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共建绿色石化

技术创新中心，准备打通“科学技术研发—试验

验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以自主创新研

究成果补齐产业技术短板。

建设初期，绿色石化技术创新中心将聚焦于

二氧化碳捕集与高附加值利用、原油直接裂解制

烯烃技术、微化工技术在炼化工艺技术中的应

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制备技术、尼龙 66产业链

卡脖子技术、VOC治理技术等重点研究方向。

据介绍，通过 3年建设，该中心将集聚 300名

以上高水平科研人员开展协同攻关；组建不少于5

个产业化专业团队，建成不少于 3个科学技术研

发、试验验证、科技成果转化大型综合研发中心，

形成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绿色化工技术服务和人

才培养平台；通过自主研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不

少于50项；开发精细化学品新品种或生产新工艺

不少于10项。

鼓励重大技术攻关 成
果转化落到实处

俯瞰岱山县秀山岛海域，一架显眼的“小提

琴”在海面上赫然可见。

这是由杭州林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领衔研发的 LHD 联合动能海洋发电项目——

“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系统群首期

1.7 兆瓦机组，它已连续发电并网运行 50 多个

月，累计发电超 200万千瓦时。

“目前第二期 1.6 兆瓦机组即将投入运行。”

舟山市科技局负责人说，为推进海洋新能源开发

利用，舟山还将探索研究海水制氢、远海风电、漂

浮式海上光伏发电，大力推进潮流能科研成果推

广示范，5 年内力争成功开发高效能海水制氢装

备，潮流能发电装机总量达到 10兆瓦以上，实施

风光流储多能互补供电系统在海岛的应用示范。

“十四五”期间，舟山将依托浙江大学、东海

实验室、浙江海洋大学等院校，新建国家级、省级

蓝碳创新平台 5家以上。深入实施“揭榜挂帅”，

5 年内在低碳、零碳、负碳领域组织实施重大技

术攻关项目 30项以上。

该负责人介绍，在支撑海洋生态修复方面，

科技局将重点组织开展碳汇海藻贝类高效养护

技术、综合养殖碳汇扩增技术和人工鱼礁构建技

术应用研究，5 年内开发固碳海洋养殖新品种 2

个以上，实施 5 个生态修复场景，力争单位海域

面积固碳能力提高 10%。

据悉，到 2025 年，舟山将初步构建海洋特色

鲜明的全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大幅提升全

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减污降碳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抢占碳达峰、碳中和技术

制高点，高质量支撑舟山市如期实现碳达峰。

突出海洋元素 浙江舟山绘就“双碳”创新蓝图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穆志鹏 刘勇 记者朱彤）1 月 7 日，随着南疆铁

路阿克苏至萨特玛站近 40公里线路升级改造工程的圆满完成，环塔里木

盆地铁路环线 2714.415公里线路全部实现无缝连接。

无缝线路具有减少列车运行阻力、降低行车振动及噪声等优点，列车

运行的稳定性将大幅提升，列车通过时运行更平顺、安全，旅客在车上也

不会感到颠簸。

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环线全面实现无缝化标志着新疆南疆铁路整体步

入无缝化线路时代，旅客出行体验将更加美好。

“十二五”以来，新疆铁路部门聚焦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的目标，不断

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南疆铁路建设步伐，逐渐形成的铁路大环线

正把天山南北紧紧连接起来。

2011 年，喀（什）和（田）铁路旅客列车开行，让和田不再遥远；2015

年，吐（鲁番）库（尔勒）二线的开通运营标志着南疆铁路开启电气化时代；

2020年，格（尔木）库（尔勒）铁路的全线贯通形成了进出疆第三条铁路大

通道。2021年 9月 27日，和（田）若（羌）铁路全线铺轨贯通为环塔里木盆

地铁路环线添上最后一环。至此，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环线正式形成，是新

疆继北疆铁路环线形成之后的又一铁路环线。

据阿克苏工务段职工王伟回忆，阿克苏开站初期，列车时速仅有 80

公里左右。当时，阿克苏站只有几间帐篷，走起路来沙土飞扬，坐车时夏

天汗流浃背，冬天抱团取暖，乌鲁木齐到喀什要 36个小时。

特别是近年来，新疆铁路紧紧围绕“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的任

务目标，通过连续对南疆铁路升级改造，缩短了南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出行

时间，乌鲁木齐至喀什最快 14 小时 24 分，乌鲁木齐至和田实现一日达。

货运量大幅提升，铁路沿线周边经济带快速发展。

据了解，南疆铁路部分线路为 25 米钢轨，列车运行通过钢轨间接头

时会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既增加车轮与线路摩擦，也影响旅客乘坐舒

适度。

“近三年来，我们主要利用春秋两季轨温适合等时机，累计投入人力

16 万人次，大型机械 9000 余台，施工‘天窗’达 1350 小时，共换铺线路

893.9公里，对南疆铁路库阿喀段线路实施全面升级。”中国铁路乌鲁木齐

局集团有限公司工务部线路科副科长秦忠介绍。

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环线

全部实现无缝连接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 通讯员王佳纯 罗昱）记者 1月 10日从云南

省林草局了解到，近日正式印发的《云南省“十四五”林草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依靠科技，政企联动。到 2025年，全省林草产业年总产值达到 4000

亿元以上，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调整到 50∶30∶20，坚果种植面积达 4720

万亩，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面积达 5500 万亩，建设森林康养基地 200 个，

生态旅游休闲人次达 1.1亿人次。

云南省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坚果、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

森林康养、观赏苗木、木竹加工、林浆纸、林化工、草产业等10大林草产业发

展思路、目标和布局。其将全省林草产业发展格局划分为“一心、四带、十

群”，即以昆明林草产业服务中心为发展中心，打造楚雄—大理—临沧—保

山—德宏、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及金沙江林草产业“四带”；建设滇

东北特色经济林产业集群、滇西北特色经济林产业集群、滇中木竹加工产业

集群、楚雄核桃野生菌产业集群、滇西核桃产业集群、滇西沿边木竹加工产

业集群、滇西南澳洲坚果产业集群、普洱木竹加工林化工产业集群、西双版

纳木竹加工产业集群、滇东南特色经济林产业集群等“十群”。同时按照产

业向优势区聚集的思路，布局25个重点产业园区和27个重点交易市场。

“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将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发展思路，

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政企联动，推进“林草产业”一二三产业高度融

合发展。特别要把以核桃、澳洲坚果为主的坚果产业打造为世界一流绿

色产业和山区富民产业。

大理、临沧、楚雄、保山和昭通作为核桃产业发展重点区域，规划布局

34 个重点县（市区），打造 3 个产业集聚区；临沧、德宏、普洱、西双版纳和

保山作为澳洲坚果发展重点区域，规划布局 18个重点县（市区），打造 3个

产业集聚区。到 2025年，实现坚果产业由“大”向“强”的转变。

全省以核桃、澳洲坚果为主的坚果种植面积达到 4720万亩，其中，核

桃种植面积 4300万亩，澳洲坚果种植面积 420万亩。农业产值 350亿元，

主产区林农年人均从坚果产业获得收入 3000元以上。

云南发布林草产业规划

2025年总产值将超4000亿元

当陆上风电的布局呈饱和状态时，地处泰

山脚下的山东泰开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开电力电子）将目光瞄向了海上风电关键

技术的研发，公司的“新型柔性高压动态无功

补偿装置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推广应用”项

目，攻克了大功率无功补偿装置在海上风电应

用场景中的现实难题，实现了清洁能源的高效

传输。

1月 14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解读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揭榜挂

帅”制如何走向深入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凭借

行业第一阵营的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泰开电力电

子赢得了“揭榜挂帅”专家组的认可，获得了 8A

的最高评价。这也意味着在榜单中，该企业属于

“优先资助”阵营。

对山东省泰安市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尝

试。2021年 9月份，聚焦制约地方产业发展的瓶

颈问题，该市发布《2021 年泰安市科技创新重大

专项“揭榜挂帅”科技人才项目指南》，瞄准高端

装备和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

40 项重大关键技术需求榜单，寻找英雄，“谁有

本事谁揭榜”。

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 5月份，《山东

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下发，

率先推行组阁揭榜改革。如今，泰安市揭榜制遵

循着同样的逻辑，可谓“既顶了天又立了地”。

事实证明，这一尝试大获全胜。

泰安市揭榜制实现了“一举多得”：以 3780

万元的政府资金撬动 7.13 亿元的社会研发总投

入，既达到产业“延链、强链、补链”的目的，又推

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正在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强力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规划落地

的泰安市来说，上述改革成为事关全局、尤其关

键的一步棋。

泰开电力电子获得 8A最高评价，并不偶然。

据了解，近十年来，中国海上风电经历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2019 年中国海上新增

装机容量占全球 40%。但大市场背后是大挑

战。在泰开电力电子项目负责人申宁看来，现阶

段，海上风电还需在技术、施工、运维、管理等方

面进行大量的技术创新。大功率 IGBT（绝缘栅

双极性晶体管）并联静动态均热流和散热效果

差、超大容量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深度补偿

性能提升及系统谐振抑制方法难题、海上风电

SVG 恶劣环境下可靠性这三大难题如何破解，

便成为这一“揭榜挂帅”项目的创新点。

在评审专家看来，电力电子设备拥有足够宽

度的新赛道，属于朝阳产业，更是泰安大力发展

的产业；在双碳背景下，它们的面世将助新能源

发展一臂之力；同时上述项目“不是老旧技术的

包装”，而是踏踏实实，破解了难题。

因此，它获得评委青睐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揭榜制的落地是好事，但好事办好向来不

易。为此，泰安市科技管理部门费了不少心思。

记者了解到，把握“科学、客观、公平、公正”

原则，泰安市科技局奔赴 600公里之外的山东省

威海市，邀请 12 位技术专家对 46 个项目进行评

审，每位专家独立对项目进行评分，满分 100分，

85分以上为 A类，优先支持；84—70分为 B类，建

议支持；70分以下为 C类，不予支持。

专家那里通不过，哪怕龙头也立不了项

在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桂冠，并将技术输送到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之后，山东路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路德新材料）有了新的目标。

现在，刚刚拿下的揭榜挂帅项目“环保及应

急防护工程用高强耐碱性多重复合防渗材料关

键技术研发”成为他们的新战场。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于岩土工程和土木工程

建设的、以合成材料为原材料制成的各种产品的

统称。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市场对高

技术含量的土工合成材料需求旺盛。

而路德新材料的竞争力便体现在高强度、耐

腐蚀、耐碱性，既环保，又可靠等硬性指标上。该

公司副总经理赵纯锋向记者介绍，在高速公路、

地铁工程等基建中，这种材料甚至要替代钢筋使

用。正是因为这种竞争力，其技术被应用于京沪

高铁、港珠澳大桥、首都新机场、张家口冬奥会工

程等国家重点工程中。

“英雄不问出处，谁有本事谁揭榜。这让

我们脱颖而出。”赵纯锋表示，项目带来了“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一方面，它扮演着天使基金

的作用，孕育着企业下一步的“拳头产品”；另

一方面，因为“政府背书”，路德新材料柔性引

入了浙江大学教授，并与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立

了深度合作。

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更是挑战。赵

纯锋坦言：“它倒逼着我们直面难题，主动创新，

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

“揭榜挂帅”在泰安的首次落地，给那些缺少

“帽子”，却身怀绝技的科技型企业崛起的机会。

在此背后，传统的科研项目管理方式在变，科技

管理部门的角色在变。

如今，科技管理部门早已从以往的管理者变

身为如今的服务者。他们应时而变，改革重大科

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在申报、受理审查、

评审等关键环节坚持全过程留痕，可查询、可申

诉、可追溯；同时，项目揭榜全流程网上办理，全

部“云上办妥”，让科研人员“零跑腿”。

它就像天使基金，倒逼企业主动创新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公司技术人员李伟更愿

意用电网“路由器”来形容该公司“十年磨一剑”

的代表作——低压交直流互联装置。

大规模的新能源设备接入到未来的电力系

统中，增加了电力系统的复杂度和控制难度。而

这种电网“路由器”可充当新能源设备和电力系

统连接的枢纽环节，提升新能源设备接入的电力

系统的稳定性控制，多尺度功率调节和故障诊断

保护。

李伟和同事们相信，在双碳战略背景下，这

是一条有前景的赛道。当然，专家们也是这么想

的。他们用投票表明了态度。

对这家国内高压开关行业的翘楚来说，他们

早已超越了通过揭榜制证明自己的阶段，因为在

泰安市，他们已是行业“龙头”。这次揭榜，他们

更像是重新梳理成长逻辑，是开拓未来之举。李

伟说，企业的成长受益于政府项目的持续支持。

而现在，在时代的风口下，企业又站到了新的平

台上，利用揭榜制，将自己技术的定位到整个行

业、整个产业的需求上。

这种对产业链的重新塑造正是泰安市实施

揭榜制的目的之一。记者了解到，输变电设备产

业是该市的优势产业，已建成省内最大智能输变

电制造基地、最大风电基材制造基地。

不过，无论是泰开电力电子还是高压开关公

司，在揭榜制下，一大批“80 后”“90 后”成长起

来。他们成为传统产业向新成长的新鲜血液，也

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最大底气。

让有能力者崛起，让产业链延长，让年轻人

成长，这一切都符合着科技管理部门的预期。

在泰安，泰山“石敢当”崇拜源于先民对劳动

工具和生产经验的崇拜，它深深植根于民间。如

今，在揭榜制之下，一批科研“石敢当”正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

塑造科技生态，年轻科研团队脱颖而出

揭榜制激活创新潜能揭榜制激活创新潜能
一批科技型企业在泰山脚下崛起一批科技型企业在泰山脚下崛起

泰安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强调：“我

们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他们那里通不过，哪怕

龙头也立不了项。”

获得高分认可的不仅仅是这一家企业。在

揭榜制下，更多蛰伏的实力英雄在泰山脚下脱颖

而出。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1 月 7 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通过了《天津市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该《规定》是全国首部促进海水淡化产

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其中特别提出了强化海水淡化科技创新，推动海水

淡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海水淡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作为我国重要滨海城市，天津在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水淡化方面具

备良好基础和突出优势。同时，天津又是资源型缺水城市，积极发展海水

淡化是破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战略举措和重要途径，对优化用水结构、保

障水资源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通过的《规定》共 22条，以推动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为重要立法

目标，围绕海水淡化水的产、供、用各环节强化引导支持相关措施，着力优

化水资源供给配置体系，推动天津市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为了加强海水淡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规定》将海水淡化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纳入天津市科技创新规划，支持建设海水资源利用技术创新中

心，推动开展海水淡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和支持组建海水淡化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畅通产学研合作渠道，促进海水淡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和推广应用。同时，《规定》鼓励发展高水平的海水淡化产品、装备，重点

研发制造蒸汽喷射泵、反渗透膜组件等关键核心装备，推动突破关键核心

装备制造瓶颈。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天津推动海水淡化科技创新

近年来近年来，，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大力培育科技含量高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大力培育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的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业资源消耗低的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业。。图为工人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图为工人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
区一家汽车散热器生产企业的车间内忙碌区一家汽车散热器生产企业的车间内忙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初宝瑞初宝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