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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面对企业在申报高企时遇到的技术指标不达标、财务

指标不足、不了解新政策等问题，2021年乐山高新区组织

开展了项目申报、知识产权、财税法务等相关专业培训 30

余场，服务企业300余家，培训1500人次。

1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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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昆山高新区共有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2家，省工业互联网平台1家，

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1家，省

级智能示范车间 13家，省星级

上云企业50家。

50家

◎本报记者 张 晔

◎罗洪焱 陈 科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记者江耘）近日，浙江杭州高新区（滨江）召开

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发布了《建设高能级战略平台 打造世界领先

科技园区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以 2025年为节点，《行动方

案》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目标，提出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新成就，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3000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450件，区内外资研发机构

达到 240家。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通报的 2021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中，杭州高

新区（滨江）综合排名全国第五，数字经济综合评价、创新指数、亩均效益、

国高企数量位列全省第一。《行动方案》提出，杭州高新区（滨江）要推进世

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一体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效能治理样板区和

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具体而言，杭州高新区（滨江）将从产业提档、平台提能、企业提

质、环境提效等方面推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以产业提档为例，

该区将聚焦主导产业链进一步强链延链补链，提升产业链专业化特色

化水平，在产业规划方面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多点突破、二次爆发，不断

厚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加快切入量子信息、元宇

宙、下一代通信技术、柔性电子等产业新赛道，形成一批百亿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行动方案》明确，到 2025 年，杭州高新区（滨江）要在经济发展上实

现新飞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600亿元；在产业格局上构筑新优势，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6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例达 80%以上。

此外，为缓解疫情之下市场主体面临的压力，杭州高新区（滨江）还发

布了《杭州高新区（滨江）助企纾困稳增长政策十二条》，推出减免市场主

体租金、给予停工企业房租补贴、鼓励业主与租户共克时艰等 12项措施，

助企纾困、提振信心。

瞄准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杭州高新区有了行动方案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山东淄博高新区采访时了解到，淄博内陆港保

税冷链基地项目一期即将迎来投产一刻。该项目的关键词指向了时下火

热的预制菜产业。

据介绍，已有 4 家肉类预制食品企业在位于淄博高新区的齐鲁预制

菜科创产业园的起步区落户，切割、速冻调理及酱卤熟食等加工业务在这

里迅速展开。后续，上百家预制菜企业也将落户于此。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达 3500 亿元，未来 5 年

内，其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以上。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我国

预制菜相关企业已超 7万家。其中，山东预制菜企业多达 9246家，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其次为河南、江苏、广东和安徽等省份。

所谓预制菜，通俗来讲就是半成品菜肴，通过加热等简单处理就能上

桌。其最大优势在于为消费者省去了买菜、洗菜、切菜的步骤，仅需简单

烹饪就可享受“大厨级”味道。

风口之下，从政府到企业，各地都在加码预制菜产业，而具备独特优

势的淄博高新区成为其中的生力军。

4月底，淄博高新区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舌尖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舌尖科技）等发起策划，联合国内预制菜头部企业合力打

造齐鲁预制菜科创产业园。记者了解到，淄博高新区将依托该产业园加

速集聚关联企业，将研发、餐厨、配送、消费体验等预制菜各环节串联起

来，设计“中央厨房”“冷链食材配送”“无人智能化宅配”“一酱成菜”等新

模式，打造新餐饮模式样板区，探索建立预制菜展示体验交易中心，开发

一批预制菜应用场景，推动预制菜行业出圈。

为什么淄博高新区要“抢滩”预制菜市场？这与淄博的地理位置、产

业布局密不可分。

淄博与山东省省会济南紧密相邻，拥有 69万平方米的智慧高端冷链

基地，产业链条完备，鲁菜饮食文化底蕴深厚，这是其产业优势；同时，淄

博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蘑菇、西红柿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农产品特色显

著；此外，淄博还拥有玉兔、峪林、巧媳妇等多家调味品企业，完善了预制

菜产业的全链条。

舌尖科技战略委员会主席陆正耀向记者分析：“未来，预制菜行业必

然向着规模化、信息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谁能更好地整合上下

游、内外部资源，充分发挥优势，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竞争中胜出。”

据了解，目前舌尖科技在全国已拥有 300 家预制菜零售食品超市。

此次，淄博高新区与该企业的合作，也将为更多企业打通预制菜产业链

“最后一公里”提供最佳平台。

锁定新赛道，全力抢占预制菜产业风口的淄博高新区值得行业

期待。

“抢滩”预制菜市场

淄博高新区规划科创产业园

在江苏昆山高新区南淞路之南，有一片面积

约 0.3 平方公里的水域，许多昆山人习惯称之为

南淞湖。过去，南淞湖是附近居民的休闲健身场

所。如今，这里已成为昆山市先进计算产业创新

集群建设的主阵地。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昆山高新区采访时了

解到，面湖而立的中科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建

成 4 年来，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科可控）已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

全国高端科研院所及项目提供了超级算力支持，

仅去年一年就新增 2500 多个客户，算力出租率

达 60%。2021 年，中科可控年产值达 50 亿元，今

年将力争增长 60%以上。

布局先进计算产业园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信

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主赛道。

2 月 8 日，在昆山市委人才工作会议暨数字

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推进会上，昆山市委

书记周伟表示，昆山要全力以赴打造人才创新高

地和产业创新集群。会议公布了四个“十百千”

计划，其中，先进计算产业创新集群就是创新生

态营造“十百千”计划中 11个特色产业创新集群

之一。

以“平台支撑、项目牵引、产业集聚、人才高

地、政策支持”为重点，作为先进计算产业发展主

阵地和主战场的昆山高新区，已然呈现出一幅蓬

勃向上的图景。

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

级重大平台在昆山高新区先后启动建设；中科可

控、中科晶上等核心项目在昆山高新区落子布局；

“苏梦”智能化生产线在昆山高新区建成投产……

同时，昆山高新区全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创建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智能示范车间、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等。截

至目前，昆山高新区共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4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 家，省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2 家，省工业互联网平

台 1家，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1家，省级智能示

范车间 13家，省星级上云企业 50家。

“先进计算是一个新概念。”昆山高新区有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边干边学，逐步厘清数字经济、先进

计算产业、算力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算力、算法、算

据之间的差别，这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

在此基础上，昆山高新区围绕“打造昆山产

业创新引领区”目标定位，以中科可控信息技术

产业基地为核心，环南淞湖建设先进计算产业承

载区，联动元丰路、江浦路沿线园区，形成 6平方

公里的先进计算产业园，率先打造先进计算产业

创新集群建设主阵地。

如今，先进计算产业被昆山高新区寄予厚

望。昆山高新区将通过抢占先进计算产业发展

的制高点，做强做优做大先进计算产业，打造经

济和产业发展新引擎。

支持先进计算产业发展

计算力就是生产力。算力经济是以“算力”

为核心的先进计算产业经济，先进计算产业又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石。昆山高新区建设先

进计算产业园的路径日渐清晰。

为抢抓先进计算产业发展重要窗口期，昆山

高新区编制出台了《昆山高新区先进计算产业发

展规划》，顶层布局先进计算产业创新集群，力争

到 2025年集群规模达 1000亿元。

同时，昆山高新区在算力平台发展、骨干

企业引进培育、金融支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

持，为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昆山高新

区与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分行合作推进先进计

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工商银行昆山

分行合作，整体授信 50 亿元支持先进计算产业

园发展；与琨玉资本、上凯资本、鼎旭投资、泰

越资本等金融机构合作，设立总规模达 40 亿元

的产业引导基金，为先进计算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引来“源头活水”。

目前，昆山高新区在载体建设、项目引进、产

业政策、生态培育等方面发力，初步打造出了一

条先进计算产业链。

在中科可控周边，中科晶上等核心项目落子

布局；神舟电脑昆山工业园等已有项目已经成

熟；国家超算互联网技术创新中心、工业级 5G产

业互联网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重大平台启

动申请设立。

昆山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昆山高

新区将依托现有先进计算产业优势，全面促进产

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三链”融合，大力构建以算

力、算法、算据、计算应用四大功能园区为核心的

产业集聚区，打造国家东部地区先进计算产业

“新名片”。

“三链”融合激活产业优势
江苏昆山高新区打造先进计算“新名片”

5 月初，笔者走进四川乐山高新区科技服务

大市场的线下运营大厅，一股现代气息扑面而

来，电子屏幕环绕，透明的展示柜汇集了全市近

30 户光电信息、绿色化工等相关企业的科技产

品。在即将开放的乐山科技服务大市场，线下入

驻的 16家各类专业科技服务机构正有条不紊地

做着准备工作。这里将集聚科技成果、资金、人

才、服务、政策等创新要素，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

全流程服务。

2021 年，乐山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82 户，高新技术企业净增数同比增长 250%。今

年以来，乐山高新区科技局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工作作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高企培育申

报认定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作为四川省的 8个国家高新区之一，乐山高

新区是如何做到企业培育高质高效，园区发展稳

上台阶的？

“就像抚养孩子慢慢长大一样，高新技术企

业也是需要从前期规划、政策支持、技术提升、研

发投入等方面，一步步耐心‘养育’的。”乐山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说，为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乐山高

新区实施了“高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聚焦企业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四个周期，实现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

乐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新区构建了

“初创型科技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高成长企业—上市企业”的全链条培育体

系，使企业拥有路径清晰、科学合理的成长轨迹。

梯度培育，只为精准施策。不仅人物能拥有

自己的画像，在乐山高新区，每个科技型企业也

有专业人员为其精准画像。

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高技术高成长企业的

挖掘和培育工作，乐山高新区为其提供了一对一

政策咨询、技术交流、人才适配、成果转化、申报

指导等全流程服务，并对培育库内的企业进行大

数据分析与画像，针对不同梯度企业的发展特

点，研究制定企业梯度培育差异化扶持政策。

据悉，2021年乐山高新区创新开展工业企业

综合评价，为 44户工业企业精准画像，重点支持

尚纬股份、一拉得、长仪油气等制造业企业实施数

字化改造，实现产值约55亿元，同比增长9.3%。

乐山高新区这一梯度培育体系，更是托举出

了一批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从孵化培育、

成长扶持到推动壮大，乐山高新区让企业获得了

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更多的企业走上了“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道路。“去年，高

新区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家，这些

‘国字头’的桂冠陆续戴上，也让高新区逐渐挺起

了脊梁。”乐山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说。

梯度培育 企业成长路径清晰

企业发展最需要的要素支持是什么？毫无

疑问，是资金。

2021 年，乐山高新区加大科技专项资金投

入，通过整合上级资金，连续两年安排 3000万元

科技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

“除了直接的资金投入外，我们也在政策上

下功夫，引导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乐山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园区实施了“创新研发借梯登高”工程，综合运用

专业资本风险补偿及省、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

财政资金，为创新型企业发展“聚力降负”，增加

企业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乐山高新区积极引导和支持园区

企业创建科技创新平台。据介绍，园区内 7家企

业获得了国家或四川省授牌，新建成 5个国家级

或省级创新平台，其中一拉得被认定为省级工程

排忧解难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在乐山高新区智融大厦 A 座，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米的乐山科技服务大市场已建成，这

里是乐山高新区今后实施“科技服务精准高效”

工程的重要根据地。

“为了给企业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高新区进

一步整合全市各级科技服务资源，打造出了功能

齐全、一站式的科技服务大市场。”乐山高新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乐山科技服务大市场主要包括线

上网络服务平台、线下运营大厅及科技服务企业

集中区，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集“展示、交

易、服务、共享、交流”五位一体的服务平台。

据了解，线下运营大厅按照“公益性基础服

务+商业化增值服务”的模式，委托中国科学院

在乐山唯一的成果转化机构——乐山中科创新

育成中心为运营单位，以打造“科技服务业集聚

区”为任务，积极引入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等市场化科技服务。

另一方面，线上网络服务平台将全面整合线

下服务内容，汇集各方资源在网络平台统一展

示，为有需要的企事业单位提供足不出户的便捷

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供给方、需求方和服务方线

上交流，实现“科技云服务”。

“同时，我们将充分结合企业成长周期和乐

山高新区企业发展特点，设计体系化、差异化、定

量化的创新积分评价指标体系，依托线上服务平

台信息化模块，联动区内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市

场、资本及金融机构关注积分评价结果。”乐山高

新区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园区将以此吸引各类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培育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

潜力大、掌握关键技术的高成长创新型企业。

乐山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说：“预计到 2022 年

底，高新区将新增科技服务企业 50家，打造创新

平台 10 个，服务企业 200 家（次）以上；服务覆盖

人群 1000人次以上，新增服务收入 2000万元，新

增就业 300人次，推动实现规上科技服务业营业

收入达 50亿元。”

整合资源 建设五位一体服务平台

三大工程精准施策三大工程精准施策
这里为企业成长制定这里为企业成长制定““保姆式保姆式””服务计划服务计划

技术研究中心，尚纬股份获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企业认定，绿创科技成功获批省级众创空

间。

“面对企业申报高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我

们也尽全力协助解决。”乐山高新区有关负责人

说，面对企业在申报高企时遇到的技术指标不达

标、财务指标不足、不了解新政策等问题，2021

年乐山高新区组织开展了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财税法务等相关专业培训 30余场，服务企业 300

余家，培训 1500人次。

另外，针对重点企业，乐山高新区还持续开

展为企业“送政策上门”活动，上门为企业解读政

策，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扩大高新技术企业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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