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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青花椒繁育基

地内，青花椒收割工作已近尾声。园区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的高

标准农田沃壤展示着四川省广安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律动。

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虎城

镇及观塘镇区域内，青花椒展览馆、良种繁育基地与初加工中心坐落其

中，园区面积达 8.7 平方公里，已建成核心标准化基地 1.2 万亩。目前，广

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集良种培育、生态保护、绿色防控、农

产品加工、废弃物利用等功能为一体，是四川省第一批省级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之一。2021 年，广安市青花椒产业综合产值已达 1.66 亿元。类似

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这样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正在逐

渐成为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引擎。

产业创“芯”固基石

近年来，该园区建立起以发展优质青花椒为主，有机蔬菜、生猪养殖为

辅的数字园区产业体系。种植青花椒，广安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广安市前锋区现代农业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佳介绍道：“广安市地处低山

丘陵地带，沿江湿润的空气与偏碱性的土壤条件适合种植青花椒。在这种

地理条件下种出的青花椒，含油量达 9.7%。”

种子是农业科技的芯片。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重视青

花椒品类的良种培育，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广安

和诚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开展校企合作，建立青花椒科技合作创新平

台，设立科研成果转化基地。该园区通过穗条采集、多次无性繁殖和优中选

优，成功选育出广安青花椒、无刺青花椒等新品种。经过对比试验与区域试

验，广安市青花椒因兼具投产早、产量高、含油量高、麻味度高等特点，被认

定为四川省林木良种。无刺广安青花椒的应用能较大程度降低生产管理和

采摘成本。

智能管控增效益

在基础配套方面，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实施“水电气路

讯”五网全覆盖建设，配备无人机等现代化机械设备，设立基地水肥一体化

智能控制中心，建成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系统并接入省级大数据平台。园

区数据可在控制室内或手机端实时显示，工作人员能实时监测园区内风向、

土壤、湿度、病虫害等情况，并及时、有效应对。“互联网+”的融入、智能设备

的集成创新实现了青花椒种植业的提质增效，为园区的集约化发展提供了

科技动能。得益于智能控光、控湿、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技术覆盖，广安青花

椒盛产期亩产量可达 1500—2000斤。

除此之外，青花椒深加工全智能设备的运用在青花椒产业包装处理、

废弃物利用环节节约了人力成本、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据了解，该

设备在花椒颗粒与枝条的精细化处理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完成度，可实现

日烘干花椒 20 吨、花椒杀青 2 吨、高温储存鲜花椒 100 吨、低温储存鲜花

椒 100 吨。

据悉，广安市前锋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未来还将建立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并搭建远程诊疗系统，进一步加速园区机械化、智慧化、科技化发

展。“远程诊疗系统主要针对青花椒种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等，农业专家可

在线上即时提供问诊与指导。届时，远程诊疗系统将确保青花椒种植朝着

更加优质化方向发展。”陈佳说。

五大功能共发力

这个园区化地理优势为产业优势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首席科学家年薪 120万元、车规微控制单元

（MCU）架构师年薪 100万元、光电器件专家年薪 100万元以上……近日，湖

北武汉东湖高新区（以下简称光谷）发布一批百万年薪“招才令”。武汉光谷

人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人才集团）同期挂牌成立。

现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华工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新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总裁邓霞飞等企业家代

表共同为激光、新型显示、数字经济、创新药等 5 个特色产业揭榜招贤。此

次揭榜交由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由企业按照岗位要求自主发布需求，

人才挑选应聘。其中，实现人才引进的企业，光谷按照人才年薪的 50%给予

资助，最高资助 3年。该榜单共设有 80余个岗位，来自武汉烽火集团有限公

司、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光谷重点企业以及光谷实验室、珞珈

实验室等的岗位需求为各类技术专家、研发总监、首席科学家等，年薪大部

分在 100万元以上。

面向湖北实验室、国家级和省级创新中心，光谷也提供自主引才支持。

光谷支持湖北实验室在平台建设、科技攻关中，自主识别、遴选、引进、培养

人才，推荐评定光谷“3551人才”。对国家级、省级创新中心，按其上一年度

人才梯队建设和运行情况，光谷每年给予 100 万—200 万元资金补贴，鼓励

中心加大人才投入力度。

据介绍，光谷人才集团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方

式，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人才“引育留服”全解决方案，提升光谷人才要素集

聚能力。

据悉，光谷正式启动建设人才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更具竞争力、包容

力的制度环境，打造八方英才慕名自来、纷至沓来、近悦远来的“向往之城”。

打造人才发展先行示范区

武汉光谷发布百万年薪“招才令”

◎韩卓玎 陈 科

张衡路、蔡伦路、祖冲之路、牛顿路、高斯

路、伽利略路……初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又

名张江科学城）的人，首先会被这里的道路名

称吸引。

1994 年，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式成立的第

三个年头，一份上海浦东新区交通地名规划方案

悄然出台，其中一句这样写道：“张江高科技园区

的道路将根据中外著名科学家及一些高技术名

词来命名。”

科学先行，成为产业发展的引航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这种做法不仅

在上海，在全国的开发区中也实属少见。但正是

这样的远大目光和世界格局，为之后张江科学城

的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日前，张江科学城迎来诞生 30 周年纪念

日。30 年来，张江科学城坚持开放包容，卓越创

新，吸引着创新创业人才纷至沓来，融汇成张江

科学城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预见未来科学城的“模样”

所有关于“未来”的畅想，都在张江科学城实

实在在地发生着。

张衡路上，复旦大学张江校区里一幢外表并

不起眼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坐落着全球首个跨尺

度、多维度人类表型组精密测量中心。在上海国

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的分子表型组数据平台上，

来自美国、欧洲、非洲、南美洲的科研数据，每天

如潮水般实时涌来。该研究院人体成像与测量、

睡眠与生物电、人体能量代谢舱、皮肤表型测量、

感官评价等 10 余个测量实验室，会逐一检测分

子蛋白质组、分子代谢组、细胞、语音、肤纹、肌骨

系统等表型数据。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张江

国际脑影像中心（以下简称张江国际脑影像中

心）紧邻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域，与国家蛋白质科

学中心·上海、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以下简称上海

光源）等多个国家大科学设施相呼应。

“在张江国际脑影像中心的基础上，我们又

着手建设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又称张江国际脑

库），它们‘一硬一软’，共同为研究搭建了坚实的

数据底座。”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

院院长冯建峰表示，两个中心致力于在上海建成

世界最先进的影像研究平台和国际最大的全维

度脑科学数据库平台，为开展脑与类脑国际前沿

研究提供支撑。

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光源从 2018 年时的

15 条线站增至如今的 27 条，服务了 15000 项课

题研究、30000 多名用户，产出了许多科技成果：

地下 30 米深，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加

紧建设，将推动我国光子科学从“跟随”到“引领”

的飞跃；1 拍瓦、10 拍瓦，再到向百拍瓦功率迈

进，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羲和”进入运行

模式……张江科学城正在加速形成我国乃至世

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

学设施集群。

张江实验室、李政道研究所等一批顶尖科研

机构扎根张江科学城；张江药物实验室、上海量

子科学研究中心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稳步推进；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处理器技术创

新中心等带动产业链加速发展；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加速在张江科

学城布局科研力量……

筑就创新生态“引力场”

在张江科学城，从来就不缺“奇思妙想”。在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微创）园区里，象征着创意与灵感的灯泡状大

型建筑奇迹点孵化器高高耸立。“微创系”企业从

这里纷纷孵化成功。

7月 15日，上海微创分拆的第五家子公司微

创脑科学有限公司在港股上市。此前，上海微创

已成功分拆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上

市公司，还有一家子公司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创板交表。

“我们要把创新的源头根植在这里，让更多

企业成长起来，形成真正的溢出效应。”上海张江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涛表示。

30 年来，张江科学城汇聚了约 2.3 万家企

业、1800 家高新技术企业、179 家外资研发中心，

从业人员约 50万人，企业总营收突破万亿元，呈

现年均 1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

张江科学城核心地标建筑“科学之门”正在

建设之中。建成后，它将成为张江科学城面向世

界、欢迎全球创业者来此共建世界一流科学城的

象征和标志。面向未来，张江科学城正在担负起

全球创新策源地的使命，向世界诠释其作为“科

学城”的要义。

用科学为产业引航
上海张江科学城“三十而立”再出发

近日，广东江门高新区（江海区）（以下简

称江门高新区）外海街道第 3 网格专职网格员

李春顺走访辖区工业园区附近的出租屋时，使

用网格员单兵智能装备“综合网格信息服务

仪”对来（返）江人员信息进行排查录入。每台

“综合网格信息服务仪”的尺寸和一台手机的

大小差不多。网格员一手拿仪器，一手将来

（返）江人员的身份证放在底部的感应区，马上

就能听到健康码的查验结果。

“这个‘硬核’装备，大大提高了专职网格员

‘单兵作战’的能力与效率。”李春顺说。

作为广东省第一批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城市之一，江门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现

代化模式。作为江门市主城区，江门高新区以党

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

大胆探索，打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域社会

治理“江海品牌”。

目前，江门高新区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全国博士后创新（江门）示范中心、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试点园区、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中国（江

门）“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产业聚集区、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六大国家创新

发展平台，是全国首批科技资源支撑型特色载体

试点园区之一。

江门高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积累了越来越

厚的“家底”。该高新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超 4.5%，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总量达 520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62.5%。另外，江门高新区创

新主体培育成效明显，科技型小微企业达 1214

家，在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396家，9家企业被科

技部火炬中心认定为“瞪羚”企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在这里崛

起，如江门市阪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

用了两年时间攻克技术难关，企业生产的一款油

墨为国内企业每公斤节约 2000 元的材料费用；

广东优巨先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年投入研

发经费超 2000 万元，其研发的聚醚酰亚胺（PEI）

特种工程塑料，全球仅有两家企业（含广东优巨

先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生产。

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来到江门高新

区，在不断推动江门高新区形成蓬勃发展的良

好态势的同时，也对做好社会治理，提供高效

便捷的民生服务，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提出了考验。

集聚六大国家创新发展平台

近日，在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大力支

持下，江门在全省率先将信访“外送服务”接入

“粤省事”平台，并在江门高新区外海街道先行试

点。市民办理信访事项如同“点外卖”般方便，可

以预约时间，还可以选择“专家上门”，“急难愁

盼”问题“一网”解决。

“以处理邻里矛盾纠纷为例，市民只需打开

‘粤省事’小程序，搜索‘诉求预约+外送服务’等

关键字，根据预约流程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即可

预约上门服务。”平台开发商——数字广东网络

建设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市场营销经理仵泳冬

在演示平台的操作方法时说道。在输入个人基

本信息后，市民便可自行预约 7 天以内的诉讼

“外送”调解服务，选择方便的时间，填写涉及人

数、所在地区，选择服务类型，上传材料便可预约

成功。

科技日报记者在江门高新区发现，这里注重

发挥科技创新、装备研发、平台建设的支撑作用，

推动基层治理走向智慧化。

“目前，江门高新区正加强工作装备研发，推

动‘综合网格信息服务仪’试点应用。”该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里为网格员配齐无线对讲机、巡

查电动车等工作装备，加快技术研发、迭代升级，

不断提升数据采集效率和精确度，推动网格化管

理从“人海战术”向智慧治理跃升，以党建引领开

启基层智慧治理新模式。

科技手段让基层治理智慧化

当前，江门市抢抓机遇谋创新，大力谋划“两

中心一基地”即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江

门市域社会治理孵化中心、江门市市域社会智慧

治理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市市域社会智慧治理应

用示范基地，以及安全应急产业园建设。江门高

新区拿出核心地块，推动这些平台落地。

如何建好平台、引好项目、做出示范，成为江

门高新区的“头号工程”。

在“两中心一基地”建设方面，江门高新区把

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着

力点，加大社会治理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推动科

研成果就地转化应用，努力建设“多网融合、一网

受理、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的网格管理平台，探

索社会智慧治理好经验。

今年一季度，一批优质项目落户江门高新

区，资源迅速积累，各平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季度起，江门高新区提出“奋战 60 天”攻坚计

划，按照“项目成熟一个、签约一个、落地一个”工

作思路，保障“两中心一基地”每天都有新进展，

每周都有新项目。

4月 15日，在江门高新区举行的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上，深圳航天科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航天科创）江门高新区航天特色产业孵化器

（以下简称航天特色孵化器）、航天特色产业加速

器（以下简称航天特色加速器）两大项目及相关

项目落户江门高新区。航天科创依托深圳航天

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资源优势，发挥自身在

社会智慧治理领域的技术、人才、孵化服务等优

势，与江门高新区合作推进“两中心一基地”等建

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其中，航天特色孵化器项目将用 5 年时间，

建设科技产业创业孵化链条，完善科技创新服务

体系，构建支撑科技引领、产业带动、人才引进的

产业化平台，塑造社会智慧治理及安全应急特色

孵化器品牌。航天特色加速器则将以智造港为

载体，导入航天技术特色产业链，搭建系统化创

新服务体系，建设智慧园区示范点，打造航天技

术特色产业园区。

航天科创副总经理李玉兵表示，在正式合作

之前，企业对江门高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并形

成了数份详细的研究报告。江门高新区产业基

础扎实，政务服务能力强，这也是双方能快速完

成所有签约流程的原因。

江海区委书记聂加伟表示，江门高新区将全

力推进“两中心一基地”建设，加强相关合作，健

全“技术研发+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

条产业培育体系，努力建成跨区域、跨领域、多学

科融合的高水平市域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平台，为

实现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提

供坚实支撑。

全链条产业让“头号工程”火起来

广东江门高新区广东江门高新区：：
““小网格小网格””让园区治理智慧又高效让园区治理智慧又高效

江门高新区把解决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着力点，加大社会治理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推动科

研成果就地转化应用，努力建设“多网融合、一网受理、一

网统管、一网协同”的网格管理平台，探索社会智慧治理

好经验。

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羲和羲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方喆方喆摄摄

目前，“综合网格信息服务仪”系统建设和工

作装备设计已完成，产品正处在试点应用和完善

升级阶段。近期，江门高新区已下发 75台“综合

网格信息服务仪”样机，在区内 63个村、社区 190

个网格和5个重要交通卡口上进行应用。通过轮

换的方式，让每个网格员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信

息采集工作，并安排技术人员跟进使用情况、收集

意见建议，及时优化系统，推出功能更强大、更完

善的迭代产品，实现全区 190 个网格应用全覆

盖。同时，江门高新区已进行工作装备资源信息

的梳理，完成了200台工作装备的生产，配备了专

用物联网流量卡并安排了上线调试工作，部分工

作装备已下发到社区试用，以便尽早发挥“电子哨

兵”作用，减轻一线防疫人员负担，提高防疫效率。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