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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国际智能

制造服务产业园依托

自身高度集聚性、高度

专业化的行业优势，正

在努力开发“IMT科技

信息平台”，打造“线

上+线下”的智能制造

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

2022 年开局，上海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先进

制造业集群建设和发展将全面提速。

工业母机（数控机床）的技术发展水平直接

关系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它

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补链强链×专

精特新”的重点交叉领域。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总量

连续 11 年全球第一，制造业贡献占全球比重近

30%。但在彰显产业体系优势的同时，我国制造

业暴露出产业链与供应链方面的短板，面临大而

不强的发展瓶颈。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高桥国

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凭借高效的服务、丰富的

业态，聚集了 7 家全球 TOP10 的机床企业，逐渐

成为全球机床巨头驻扎密度最高的园区。

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地处外高

桥保税区核心发展区，一走近这里，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八幢砖红色、立面整洁、端庄大气的工业

风建筑。在这每一幢办公楼里，都入驻了一家全

球机床百强企业。一个面积只有 0.1平方公里的

园区，孕育着多少发展的可能性与可塑性？

“机床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象征，先进

的数控加工设备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重

要的战略物资。”外高桥集团副总经理张浩介绍，

早在 2011 年，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

始创团队就紧抓创新业务发展机遇，瞄准美国、

德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高端制造业发达国家

的机床企业，进行了近 10个月的密集调研。

作为全球工业精密机床的展示集聚地，外

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承接了保税区

的“基因”。相对于展会临时展出，企业入驻园

区展示有巨大优势。在首届进博会智能及高

端装备展区，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

企业参展面积达近 1.1 万平方米，占整个智能

及高端装备展区的 1/3。正是得益于“保税展

示”，一大批精密高端智能制造设备顺利出区，

赢得关注。

保税“基因”发挥巨大优势

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对进口企业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但如何长期维护合作关系？关键在于

服务。“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精细把控，不断用创新

推动效率升级，从传统的贸易服务方式逐渐转向精

细化管理，追求服务功能的深化。”张浩表示。

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对进口企

业的个性化服务贯穿从产品售前、售中到售后的

全流程。

作为工业母机，机床仪器很“金贵”，动辄就

要几百万元。但要做全球生意，免不了需要出区

展示。在售前的推广上，园区采用“长短结合”的

方式，即在保税区内建立长期的展厅，以便产品

进行长期展示，同时，园区采用银行履约保函的

形式担保客户的设备到区外参加短期展览，进行

市场推广。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总

经理郭永健介绍，银行履约保函的创新性主要体

现在：“原本企业需要在保税区以外的地方缴纳

保证金，申办流程周期长达 3—6个月，退保的时

间也较长。银行履约保函为客户向海关和银行

担保，申请流程简约，为客户提供便利，可以减少

企业压力。”

通过制度创新，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

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了很多自贸区先行先试的

便利。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对标国

际行业标准，首创进口机床现场法定检验及采信

第三方检测报告，直接改变了进口机床客户属地

智能制造产业在此集聚

有学者总结，未来智能制造系统的实现方式

可概括为三个集成：生产线上相关应用系统所有

数据实现连通的纵向集成；生产与配套系统整个

生态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跨部门、跨企业全链条

的横向集成；涵盖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所有数据

和业务的端到端集成。将这三个集成方向放置

在园区中需要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就是园区的

平台化、专业化。

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是国内进

口机床的主要通道，据该园区相关数据，全国近

30%的进口机床来自该园区平台的客户企业。

据了解，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

依托自身高度集聚性、高度专业化的行业优

势，正在努力开发“IMT 科技信息平台”，打造

“线上+线下”的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服务生

态。积极培育智能制造设备生产企业主体，实

现企业“纵向+横向”的综合集成联通，促进设

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供应链服务商和用户

之间的对接合作。

2021 年，外高桥保税区制造业完成规上工

业总产值 501.3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比从上年的 55.3%提升至 57.8%。乘政策东风，

正在开发的 IMT 信息化平台作为智能制造产

业链强大的媒介平台，将不断扩大产业集群，

引进全球制造业高精密产品及先进技术。该

平台从 2007 年开始培育，采用市场化运作方

式，大大便利了尖端机床的进口，为中国尖端

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依托于外高桥传统优势的保税政策以及自

贸区带来的一系列便利化政策创新，外高桥国际

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针对以“高精度、高效率、高

尖端、新加工方式、新加工工艺”的数控机床、机

器人、刀具为重点的高端智能制造企业展开贸易

服务，为入驻的智能制造企业提供保税展示与演

示、展品物流、零部件分拨、贸易代理、检测认证、

专业培训等业务。受益于此，越来越多国际顶尖

智能制造企业在此聚集。

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也正在转

型升级，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在国际智能制造

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平台型品牌”。“园区一

期 3幢二层，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已完成了

配套升级，这里将成为‘瑞士中小企业加速器’的

所在。”郭永健介绍，园区二期 5幢三层近 5460平

方米的空间内还将设立德国企业创新技术服务

中心。随着国际企业孵化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

的集聚，园区将以产业发展、企业需求为导向，开

展智能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为中国机床产

业链与全球相连提供上海服务。

“从‘集聚制造业’向‘孵化制造业’转型，也

意味着未来园区规模、能级都会逐步提升，这将

为浦东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增量和亮点，也将助力

国内智能制造产业的协同发展。”郭永健说。

数字化平台加速孵化制造业

检验的传统方式，从售后检测变为售前检测，并

且充分发挥了上海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

能，首创“分批出区、集中报关”的公共式仓储分

拨服务信息系统……在精准服务下，以往国内外

制造商、供应商、买家之间开展国际和国内贸易

渠道扩展的壁垒逐渐消除。

艾洛钛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令

元当初选择落户这里，不仅仅有产业生态的考

虑。随着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专业

化服务的不断提升，其落地的一条条叠加的开放

性政策举措精准击中企业“所需”，这也让该公司

国内外业务不断拓展升级。

“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入驻技术

标准高、产业定位高、国际化水平高，在国际国内

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下，这里要发挥国

际国内产业链连接点的作用，为中国机床产业链

与全球相连提供上海服务。”郭永健的一席话点

明了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的发展定

位——在 0.1平方公里的空间载体里加速形成智

能制造产业的高效集聚，进一步服务于智能制造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创新升级。

目前，这片智能制造集聚地正在努力推动外

高桥保税区区域智能制造服务产业迈上千亿级

销售规模新台阶。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刚刚闭幕，为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场上，运动员

风采飞扬，场下，科技的魅力也在闪耀。天津高新区通过税惠、共建等形

式，服务为本届冬奥会提供高新技术产品与服务的高新区企业，以实际行

动支持北京冬奥会。

税惠激励为企业创新添动力

俗话说，张北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而今年，张北的风转化为绿色电

能，输向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26个场馆，实现了 100%绿色电能供应。作

为背后的“护风使者”，来自天津高新区的中科曙光新一代国产计算平台

为张北电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曙光新一代国产计算平台近年来持续提供风功率预测、光伏功率预

测、电力气象预报预警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及大规模算力支撑服务，为新

能源发电、储能、集控以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特别是在绿

色能源应用的领域，该平台为绿色能源系统状态分析和辅助决策提供了

强力支持，让绿色能源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强大算力源于科技实力。作为中国信息产业领军企业，中科曙光连

续多年加大研发投入，近三年来，该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连续增长。

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已形成了“研发投入—产品升级—享受税惠—

加大投入”的良性循环，国家出台的税惠政策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而在冬奥会赛事交通服务保障中，由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 400 万超星光违停球，在非现场执法环节担任了重要角色。该产品

的运用，大大提高了道路通行效率，让冬奥期间交通出行更为顺畅。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林表示，企业一路走来，从一家小企

业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离不开良好的政策支持和优质的营商环境。“从

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天津高新区的纳税服务非常棒。‘一对一’政策指

导，‘保姆式’专员服务，‘新税通’智慧建设，快速退税绿色通道，让企业办

税非常省心、舒心！”

戴林特别提到，2021 年，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升至

100%，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制作了讲解小视频，并对企业开展了详细的政

策辅导，大大提振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信心。“今年年初，我们还收到了

来自税务部门的减税降费红利账单，2021年我们共享受减税降费 3700余

万元，非常有获得感！”戴林说。

结对共建助企业解难题

国家速滑馆是 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标志性场馆。施耐德万高（天

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万高）生产的双电源自动转换开

关在保障场馆供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疫情突袭天津。施耐德万高此前的大宗物流主要选择陆

路货运列车。为应对疫情影响，企业想尽办法改选其他方式，物流问题解

决了，成本却陡然上升。了解情况后，天津高新区税务部门主动作为，详

细为企业梳理税惠政策，为企业及时办理 390 余万元的退税申请。在多

部门的配合下，这笔退税仅用了 2 个工作日就走完流程、快速到账，切实

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

一直以来，天津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打造高新区企业

服务专员制度优质品牌，帮扶企业由1613家增加至3350家。天津高新区税

务局党员干部职工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与施耐德万高多次开展“结对共建”

活动，税企双方在良性互动中有效解决了许多难题。“税务部门用实际行动

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施耐德万高财务负责人说。

天津高新区：

税企携手为“智慧冬奥”添力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星辉）日前，贵州省贵阳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

贵阳综保区）首次以“云签约”的方式，引进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及新

材料等领域的 36个项目，总投资额 102.43亿元。把产业大招商作为推动

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贵阳综保区全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奋力推

动落实“强省会”行动战略。

据悉，本次“云签约”的 36 个项目涵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先进

装备制造及新材料领域，引进了中国科学院创业人才团队的水系钠盐电

池材料项目；在电子信息领域，引进了深圳工业百强企业的 SMT 贴片项

目；在跨境电商领域，引进了处于领先水平的外贸行业产业互联网平台。

此外，贵阳综保区还引进了世界 500强招商局集团的一级子公司、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企业及拥有国际领先技术的上海知名企业。

这次“云签约”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首年产值不低于 10 亿

元，3 年内预计产值、税收可实现翻番，新增常驻产业人口 5000 人以上。

贵阳综保区将以此次项目签约为契机，加强党建引领，切实为园区企业提

供“零距离”贴身服务、“零缺陷”个性服务、“零干扰”优质服务，围绕产业

优质企业招商引资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进境粮油加工产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

贵阳综保区大招商

“云签约”引进百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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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湖北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随州高新区）内处处生机勃勃。

齐星集团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汽车驾驶室顺

利下线；铁北片区中，黄鹤楼酒业搬迁扩能项目

一期建设提速，中南地区最大的酿酒车间悄然落

成；淅河片区内，随州建市以来单体投资量最大

的项目随州电厂建设正朝着既定目标加速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近年来，

随州高新区从服务项目落地、提升审批质效、落

实惠企政策、做实要素保障等方面发力，坚持以

一流的营商环境增强吸引力、提升竞争力、扩大

影响力，为打造“创新高地、产业新城”提供强力

支撑。

不让企业发展难题留到下周

在农历新年前的一场周六现场办公会上，经

随州高新区管委会牵线搭桥，随州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公司）通过“增资

扩股”方式注资 1亿元支持品源（随州）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源现代农业），撬动至

少 5亿元的社会资本助力品源现代农业，开启资

源整合、农旅融合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融资新模式。

“发挥高新投公司作为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金

融杠杆撬动作用，可以破解企业融资的瓶颈难

题，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郭晓东表示，园区坚持企业需求有呼必应，周

六现场办公，全员争当“金牌店小二”，扑向一线

为企业服务解难题。

品源现代农业从事食用菌种植、农产品深加

工及出口贸易，是湖北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菇的辣克”牌香菇酱俏销海内外。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难

点之一。品源现代农业总经理罗学品坦言，加速

开拓国内市场，使他们的铺货资金压力增大。随

州高新区获知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政府搭桥，

平台公司注资，推动产业与资本融合。

随州高新区实行周六现场办公，不让企业发

展难题留到下周。去年以来，随州高新区领导班

子和相关职能部门走遍青春化工工业园、随州电

厂、能源物流园、随州市大数据产业园、铁北医药

食品产业园、城东汽车电子产业园等地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项目用地、企业生产经营、征地拆

迁、融资、要素保障等问题，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

题百余件。

“拿地即开工”模式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

要敢于打破常规、突破瓶颈，破除各种体制机

制藩篱。

随州高新区借鉴其他高新区先进做法，打通

政务服务堵点，在审批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

法，依托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高新区窗口，实现

企业开办、投资审批、政策兑现、项目管理、企业

服务、政务办公等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事项全部

“一网通办”。

上个月，在随州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湖北

凯威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次拿到《不动产权

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设计方案批复》《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这是随州高新区在“拿地即开工”模式上自“四证

联发”后又一次突破。

为打造“四证联发”升级版，随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与大数据管理局协调规划、国土、建设等职

能部门，打破壁垒、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巧打时

间差，利用土地挂牌公示期开展设计方案审查，

将原本拿地后的有关审批流程调整到拿地前和

拿地中，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容缺办理，实现让企

业办理“五证”只跑一次。

“营 商 环 境 没 有 最 好 ，只 有 更 优 ，让 企 业

享受最方便、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随州高新区规划分局局长肖先

超说，该局将持续擦亮“金牌店小二”金字招

牌，努力在服务项目落地上展现新担当、实现

新作为。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要不是高新区及时出手帮扶，我这个企业

早没了。”在上月举行的随州市企业家故事会现

场，湖北利康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健

如是说。

“2017 年，搬到高新区后，我们因市场原因，

遭遇资金链断裂风险，多亏了随州高新区帮助，

高新投公司‘输血’5000 万，将我们企业从生死

边缘救了回来。”程健说。

程健介绍，当初进驻时，管委会干部们帮着

跑征地、落户、跑手续，忙前忙后，从不叫累；企业

有困难给管委会打报告，上午送去，下午专题办

公会就召开了。

“种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郭晓东说，

对于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随州高新区敢于碰

硬、动真格，向顽瘴痼疾亮剑，对堵点难点开刀，

先后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 14件。同

时，为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对企业实行“下班时间

延时服务、双休日预约服务、重要事项上门服务

和代办服务”。每个园区实行一个领导包保，一

名处级干部坐镇，一个专班服务。

“营商环境就是梧桐树，种好梧桐树，才能引

得凤凰来。只有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才能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高质量发展‘强磁

场’。”郭晓东表示。

湖北随州高新区：
以“店小二”式服务打造高质量发展“强磁场”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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