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下旬，在河南安阳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

莱美森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森）车间内，

一卷大约六七吨重、闪着银光的硅钢卷经过纵剪

机，被剪成不同规格的硅钢片，为制造各类电机

零部件——转子做准备，而原材料硅钢就来自一

路之隔的安钢集团冷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钢

冷轧）。

硅钢也称电磁新材料，主要用于电机、变压器、

家电压缩机、手机、微型材料振动器等工业领域，使

用后可实现节能降耗60%—70%。随着安钢冷轧电

磁新材料项目的落户，安钢已经成为继宝武钢铁、

首钢后，第三个生产高磁感取向硅钢（电磁新材料）

的企业。随着电磁新材料的投产，来自全国的电磁

新材料下游电机生产企业已有9家入驻安阳高新区

微特电机产业园。截至目前，安阳高新区精品钢及

新材料全产业链完成值实现78.2亿元。

以龙头带动全产业链

关键材料不突破，先进制造就是空中楼阁。

为打造精品钢及新材料全产业链，安阳高新区以

安钢电磁新材料项目为龙头牵引，2022 年扶持

安钢冷轧打造 40万吨无取向电磁新材料和 10万

吨高磁感取向电磁新材料轧硬卷生产线，并计划

在 2022—2025年支持安钢冷轧完成 80万吨无取

向电磁新材料和 200 万吨高磁感取向电磁新材

料成品生产线，“种下”吸引中下游的电机、变压

器制造项目的“梧桐树”。

“没有新产品我们就没有出路！”说起企业转

型，安钢冷轧董事长商存亮掷地有声。去年，安

钢冷轧将研发目标瞄准钢铁皇冠上的明珠——

硅钢，在原有镀锌生产线的基础上，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攻坚克难，研发了全世界唯一一条镀锌技

术的无取向新电磁新材料生产线。同时，安钢冷

轧通过招商引资计划投资 12.6 亿元建设电磁新

材料深加工项目，一期加工量 7万吨，年产值约 8

亿元。此项目是电磁新材料工程产业链的延链

项目，也是安钢精品钢深加工项目。

深加工项目建成后，安钢冷轧将围绕新材料

形成四大板块，使园区形成 200万吨以新材料为

主、生产与深加工相融合的精品钢基地，产值预

计突破 100 亿元，利税总额突破 10 亿元，成为安

阳特钢生产基地、新材料的中试基地、精品钢生

产和深加工基地。

链式发展激活产业“朋友圈”

“我们企业落户安阳之前，产品运输成本大

约是每吨 70 元，现在是每吨 12 元。”莱美森总经

理徐雪丛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从安钢冷轧开车

到隔路相望的莱美森，只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作为安阳高新区链式招商的落户企业，莱

美森去年 5 月入驻新材料园区，在占地 1 万多

平方米的厂区内进行硅钢带纵剪加工、电机定

子、转子生产制造，电机制造等。该公司的主

要原料供应商为安钢冷轧，是安钢冷轧无取向

电磁新材料的首批客户。莱美森的下游客户

则遍布全国，河南、河北地区客户占比超 40%，

这些公司在安阳的落地生根也开启了强大的

“朋友圈”效应。

和莱美森密切合作的开封程旭电器有限公

司、河南达森微特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森

微特）也于今年纷纷落户。“这是我第 4次来园区

了，这次打算在这里注册。”开封程旭电器有限公

司孔建超看重安阳高新区便利的原材料供应条

件，打算把企业落在安阳。

既有上游硅钢片生产企业，也有电机零部件

生产企业，安阳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电机一条龙

生产。作为组装和生产电机产品的企业，达森微

特生产线投入使用后每年产值可达 3000 多万

元。企业“扎堆”，是否存在竞争？达森微特总经

理王利军说：“我们虽然同属这个产业链，却是互

补关系，彼此之间只会锦上添花。”

产业园聚焦强链延链

安阳高新区依托优势钢铁产业基础，以安钢

冷轧、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立德节

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以上海复星集团、宁

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等 500强上市企业为依托，

重点布局复星合力高强带肋钢筋、新型冷轧薄板、

硅钢等前沿新材料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项目。

“球体越大，接触面就越大，链式效应带来了

产业聚集发展的良好态势。”安阳高新区新材料

装备制造产业招商局局长钟利告诉记者。安钢

冷轧电磁新材料、复星合力高强钢筋新材料、宏

远精工异型钢及工程车轮等龙头项目落地，为促

进安阳电磁产业集聚提供了有效支撑，解决了高

新区电机产业园区原材料供应问题，而电机产业

园区生产的微特电机又为高新区先进装备产业

园、新材料产业园、变压器产业园、康复医疗装备

园、数据产业园提供动力保障。

目前，安阳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已与 15 家

企业达成入驻协议，同时与 30 家单位达成入驻

意向，并跟踪 196 家新材料上下游企业。下一

步，安阳高新区将打造豫北新材料科技产业园，

这也是河南省唯一的千亿级新材料产业园，园区

规划总投资 300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

达 1000亿元。

河南安阳高新区：新材料“链”起大产业

◎本报记者 乔 地 实习记者 孙 越
通 讯 员 贺 瑛

764亿元
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

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金

融机构落户高新区，也激发

了他们服务高新区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截至今年4月

底，该区贷款余额达764亿

元，较年初新增87.5亿元，

新增贷款居潍坊市第1位。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园镜头

7责任编辑 娄玉琳园 区
2022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二

HI-TECH PARK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欧阳钢桥 玉树胜 本报记者 刘 昊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马鹤仪）经过 14个月的紧张施工，

近日，宁夏苏银产业园再生水厂启动运营，这标志着该园区水资源循环利

用迈上新台阶。

再生水厂是苏银产业园重点建设的工业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是贯彻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项目总投资 2.49

亿元，规划占地面积 123.37 亩，一期项目投产运行后，每天可处理中水

1.25万方。

“项目采用‘超滤+两级反渗透+MVR 蒸发结晶处理工艺’，主要是对

园区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再处理，经处理后的水可综合用于园区工业生

产、园林绿化、生态补水、市政用水等。”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让

“废水”变“活水”，最大限度减少黄河取水量，实现污水 100%截流、中水

100%回用的目标，将有力推动园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相适应。

自开园以来，苏银产业园主动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责任，规划建设了工业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坚持“两高两低”择商标

准、坚持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严格做好项目环评、安评、能评等工作，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下一步，苏银产业园将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牢固树立“量水而行”的意识，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建设摆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抓，全力以赴抓好水厂运营、水资源循环利用及水污染

防治等工作，向建设“千亿级”产业园迈出坚实步伐。

宁夏苏银产业园再生水厂投运

可实现污水100%截流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赵海忠 晏瑞一 泥天峰 记者朱彤）6月 1日，作

为国内唯一的一个高品质乙醛酸项目——年产 2.5 万吨高品质晶体乙醛

酸项目在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建成试投产，这将填补我国大规模生产高纯

度晶体乙醛酸的空白。

在当天举行的试投产启动仪式暨开业典礼上，师市党委常委、八师副

师长、石河子市副市长王瑞玲在致辞中表示，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

2.5万吨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试投产，是推进师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

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希望新疆国林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以项

目投产为契机，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加强科技创新，实现质量取胜，成为

师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典范。

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于 2020年 6月落户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占地

约 150亩，建筑面积 50000余平方米，是专业从事现代智能化生产医药、香

料中间体的新材料企业。

项目总投资 6亿元，主要产品为高品质晶体乙醛酸、乙醛酸水溶液及

甲酸钾。经科学筹划和扎实推进，目前，年产 2.5万吨高品质晶体乙醛酸

建设项目已全部建成并具备试投产条件。

据悉，该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填补我国大规模生产高纯度晶体乙醛酸

的空白，不仅能满足国内医药、食品等行业对高纯度乙醛酸产品的需要，

也可带动我国乙醛酸产品行业及其后续衍生物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及臭

氧发生设备在化工领域的应用，对促进乙醛酸产业及臭氧发生设备产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

高品质晶体乙醛酸项目试投产

记者近日从广西南宁高新区获悉，该高新区在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六个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注重打造审批服务新亮点。目前，该高新

区在南宁市创造性地首次推行了政务服务视频勘验系统，实施“远程视频

勘验”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政务服务利企、便民、提质、增效。

相较于传统的现场勘验模式勘验任务量大、勘验人员少、勘验时间

长、勘验地点分散等问题，视频勘验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勘验人员与勘

验现场的“空间对接”，勘验过程全程实时定位，解决了传统现场勘验人

员、场地和天气等因素的制约，同时降低了行政成本，勘验效率整体提升

50%以上，最快实现当日勘验、当日领证。

视频勘验系统实现“勘验预约、在线勘验、整改复核、勘验核准”一站

式服务，通过踏勘预约，远程勘验，努力实现视频勘验一个平台受理反馈、

一套数据支撑应用、一个机制规范分析、一套流程落实到底，为企业及群

众提供更加专业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体验。

针对勘验标准不清晰，群众掌握难，容易造成申请人理解不深不透，

导致因场地问题“硬伤”多次整改，造成申请人浪费资金投入、拉长办理时

限等突出问题，南宁高新区政务服务勘验系统将勘验内容、勘验要点、勘

验标准进一步量化、细化，梳理视频勘验审批表，逐条列出事项勘验要点，

实现勘验过程中“通过一项，打钩一项”，有效杜绝勘验标准不一、自由裁

量过大、“吃拿卡要”等情况，降低审批工作的廉政风险。

为提高勘验工作规范性和透明度，南宁高新区政务服务勘验系统建

立全流程电子化归档，坚持“一事一档”原则，制定视频勘验档案管理制

度，做好勘验承诺书、勘验审批表、勘验过程截图以及勘验过程视频留存

工作。事后可根据勘验时间、勘验流水号、勘验事项名称等检索回溯勘验

过程，确保所有勘验档案完整无缺，要素齐全，实现勘验档案管理科学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

目前，南宁高新区视频勘验服务已支持勘验事项达 10 项，后期将在

经验成熟的基础上根据勘验事项的难易程度逐步扩大范围，按照“成熟一

项、推出一项”的要求，让更多改革红利惠及企业和公众。

远程视频勘验系统

助南宁高新区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上企业去了？”5 月底，科技日报记者在山

东潍坊高新区金融监管中心采访，对这一“独特

术语”印象深刻。在当地，到企业去做服务，不是

说“下企业”，而是说“上企业”，这是该中心主任

熊福涛给工作人员和“金融管家”提出的要求。

上与下的语言调整，反映出潍坊高新区服务

中小微企业的心态之变。在当地，“一切围着发

展转”的理念根深蒂固；在此理念指导下的科技

金融工作深深地接了地气。

一方面，这里将“金融管家”试点做实，从金

融机构中遴选“金融管家”，让工作人员扎根企

业，破解融资难题；另一方面，园区将金融“一企

一策”红利用足用好，并梳理重大项目和主导产

业的整个链条，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以“链式融

资”助推该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潍坊高新区在科技金融方面的典型做法引

起了广泛关注。

身为民营企业，大投入带来的资金短缺曾使

潍坊星泰克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

克）捉襟见肘。对星泰克来说，其痛点在于融资

渠道单一且缺少有效的抵质押及其他担保措施，

按照传统的银行授信标准难以获得银行融资。

潍坊高新区通过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实施

“投贷联动”，打造债股结合的科技金融服务体

系，从股权、债权两个维度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在了解到星泰克的现实情况后，该区金融中

心联系到多家投资机构，帮助企业争取到中信证

券股权投资 3000万元；在此之后，“金融管家”主

动作为，设计基于政府风险补偿项下的综合授信

方案，涵盖投贷联动、人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

产品，由潍坊银行高新支行为企业提供预授信额

度 8000万元，缓解了其燃眉之急。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撑，而发展过程

中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随时变化的，所以依据这些

特征，我们联合8个单位共同成立‘金融管家’试点

领导小组，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机构中选

聘23名优秀人员作为‘金融管家’。”潍坊高新区金

融监管中心副主任张霞向记者介绍，结合产业特

色，该区从光电园、蓝色智谷等4大园区中，优选动

力装备、信息技术等行业领域的22家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金融管家”与服务企业建

立起“一对一”与“多对一”的立体化包靠服务体系。

在“一对一”对接山东贝瑞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时，“金融管家”了解到该企业有融资需求，

但其属于科技型轻资产企业，无抵押物，“金融管

家”便迅速将“一对一”转换为“多对一”模式，合

力攻坚，该区金融中心组织驻区农商银行、工商

银行、潍坊银行及担保公司的多位“管家”深入企

业会商，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贷”和“知识产权质

押贷”，分别为企业放贷 800 万元和 300 万元，一

次性服务解决企业多次跑腿、逐一对接的麻烦。

潍坊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涛向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自试点以来，潍坊高新区按照全省

“金融管家”试点要求，共收集解决企业咨询服务210

余件次，为128家次企业解决融资需求27.92亿元。

“金融管家”助“隐形冠军”解决资金难题

在潍坊思博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

博精工）最缺资金的关键时期，一份“深度体检报

告”起了重要作用。

在思博精工的生产车间，新的林德液压生产

“深度体检报告”打开贷款绿色通道

潍坊地处山东半岛的中部，处于济南、青岛

的中间地带。根据 2021年度国家高新区的评价

结果，潍坊高新区综合排名跃升至第 22 名。评

价结果显示，该区在企业创新成果产出效率、经

济增长、园区绿化建设、开放创新能力等方面表

现较好。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潍坊市曾对潍坊

高新区进行表扬通报：该区利用不到全市 1%的

土地，贡献了全市 1/3的限上社零额、1/4的高新

技术产值、1/5 的规上工业利润、1/6 的进出口总

额、1/7 的工业增加值、1/8 的税收收入。动力装

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等是潍坊高新区

的主导产业，其还在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氢动力、

磁技术、储能等新兴产业。

潍坊高新区快速发展，离不开其关注重点领

域的薄弱环节，“链式融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举措。

新蓝环保公司企业是潍柴集团供应链上企

业，近年来，伴随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企业迎

来业务增长高峰，但也面临原材料价格不断上

涨，企业资金需求迫切等问题，该区金融中心调

动“金融管家”团队力量，由中国银行高新支行通

过知识产权质押方式为企业授信 1000 万元，贷

款到期后通过配套省、市、区的相关贴息政策，降

低企业财务成本。

在潍坊高新区，潍柴动力、歌尔声学等众多

企业是各自领域的翘楚，也是该区的核心企业。

围绕这些核心企业上下游供应商融资需求，潍坊

高新区推动金融机构匹配产品订单、应收账款、

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方式，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以“链式融资”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通过产业链融资协助 8家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6000万元。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潍坊高新区通过优服

务、提效能、出实招、办实事，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创业、稳经济增长，切实加大推进信贷投放工作

力度，让企业敢贷、愿贷、能贷，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

“链式融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畅通企业发展畅通企业发展““血脉血脉””
这个园区打出金融服务这个园区打出金融服务““组合拳组合拳””

线已投入使用，预计年增产值 8000 万元。但想

当初，资金迟迟没有着落，让该企业财务负责人

钟宪海夜不能寐。

了解到该难题之后，潍坊高新区金融部门服

务企业专员与银行人员上门摸清其生产经营情

况、融资需求及征信、抵质押物状况等相关融资

条件，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深度体检”，并拿出

了个性化的融资方案。

“金融智囊团”的介入，使得“深度体检报告”

变成“贷款绿色通道”，思博精工最终拿到了

1500万元贷款救急。

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缓解资金压力，潍

坊高新区优选银行、保险、证券及专业服务机构

骨干成员组成“金融智囊团”，为企业及时解决资

金问题。

记者了解到，潍坊高新区近年来创新出台了

多项金融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入驻区金融机构从

经济贡献、特色业态扶持、人才配套保障、促进产

业集聚、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进行奖励支持，去

年累计兑付 2000余万元。园区推动银行业金融

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推出如科创贷、知识产权贷、

税务贷、人才贷等信贷产品，满足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金融机构落户高新区，也激发了他们服务高新

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截至今年 4月底，该区贷

款余额达 764 亿元，较年初新增 87.5 亿元，新增

贷款居潍坊市第 1位。

张霞告诉记者，作为“十百千万”专项行动首

批实施单位，潍坊高新区通过激励银行扩大贷款

投放规模，引导中国工商银行每年投放额保持

15%以上增幅，到 2025 年，中国工商银行对高新

区科技型企业信贷投放将达到 100亿元以上，有

力支持高新区科技企业的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