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逛淘宝一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匹配到

自己需要的科研设备。既快捷方便，又经济实

用。”日前，来自重庆市垫江县金韵公司的科技工

作者陈工，通过科研资源共享平台找到了盐雾腐

蚀试验设备的共享信息，并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

测试，大大提高了产品研发效率。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科技局获悉，近年来，重

庆市通过出台《重庆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

法》等政策，持续推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

享，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截至目前，重庆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累计入网的科研仪器设备量达

到 8649 台（套），累计总价值约 80.16 亿元；平台

发展服务店铺 604 个，上线科技服务产品 4391

项，交易金额达 5.58 亿元；1.12 万家企业累计享

受科技创新服务 2.1万余次。

共享平台 让科研仪器
设备“活”起来

重庆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是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

支撑作用。

“但这些仪器往往价格昂贵、耗资巨大，促进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共享，是提高区域科技资源

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举措。”

该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不断发展，

已成了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资源共享的立交

桥。通过该平台，企业与高校做到了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共同开展产学研用科技研发，实现了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截 至 目 前 ，在 重 庆 科 技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科

研仪器设备累计入网的 8649 台（套）科研仪器

设 备 中 ，高 校 累 计 入 网 3932 台（套），占 比

45.46%；科研院所累计入网 2315 台（套），占比

26.77% ；企 业 累 计 入 网 1642 台（套），占 比

18.98%；其他机构累计入网 760 台（套），占比

8.79%。占比最多的 5 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分

别为分析仪器、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电子测量

仪器、工艺实验设备、计量仪器。

这些大型科研仪器入网后，高校与科研院所

单位可以将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科技咨询等科

技服务“商品化”——企业通过重庆科技资源共

享平台，就可以像逛“淘宝”一样，自主选择购买，

大大降低了其研发成本。

陈工介绍，其公司研发产品需要进行一项盐

雾腐蚀试验测试，平时都要到重庆主城做测试，

不仅耗时多，而且成本高。直到在科研资源共

享平台上发现，同在垫江高新区的金龙科技公

司也拥有这套设备，便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并完成

测试。

“我们通过线上匹配签订合同，线下物流

寄送进行检测，整个科技服务过程还能通过平

台进行实时跟踪，非常方便。”一位科技型企业

负责人表示。

科技服务可挑可选 科
研更方便

“现在，我们的仪器设备在闲置时也可以

有效利用起来，增加效益了。”重庆海关技术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技术中心在重庆科技

资源共享平台上共享了 85 台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开设了“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创新服务店

铺，并上传了 100 余类、1000 余条服务项目，还

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平台积极开展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

重庆海关技术中心针对重庆华邦、莱美、福

安等医药企业在新药研发过程中对生产组件材

质风险评估的需求，采用 ICP-MS、气相色谱质

谱仪等大型设备展开相关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攻

克技术难关、顺利完成了多种新药的申报。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是重庆市最大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通过平台共享大型科研仪器

设备 508 台，开通了专业服务店铺，并上传服务

767 项，实现了从仪器共享到服务共享。把一系

列检测服务能力转化为检测服务。近几年，该研

究院每年收到的创新券专项资金都不低于 500

万，2020 年服务客户超过 276 家，其中不乏一些

中小科技型企业。

截至目前，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已经发展

服务店铺 604 个，上线科技服务产品 4391 项，交

易金额达 5.58 亿元。共有 1.12 万家企业累计享

受科技创新服务 2.1 万余次。其中，检验检测

1.57万余次，研究开发 5331次、科技咨询 121次、

综合科技 528次。该平台访问量超 1433万人次，

用户达 40.9万个。

此外，据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加强川渝科技资源共享，目前川渝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也已经上线。平台实现了川渝两地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两地平台用户统一身份认

证登录等功能，整合和共享了川渝两地大型仪器

设备 10001 台（套），其中重庆 8649 台（套）（20 万

元及以上）、四川 1352 台（套）（50 万元及以上）。

这将有助于川渝科技合作，进一步加快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发展。

近万台科研仪器入网共享
重庆打造科技资源服务“淘宝网”

7责任编辑 李国敏

2022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地方动态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

“双碳”目标任务，我们将坚

持“存量绿色化、增量高端

化”，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积极谋篇布局，全力发展

新能源与资源循环利用产

业。未来2—3年内，将接入

新能源装机 430 万千瓦，清

洁能源消纳比例达到35%。

高继业
霍林郭勒市委书记

◎本报记者 雍 黎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 讯 员 张 辉 吴 宪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刘 伟 雷 康

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2021年全国县域工业互联网

发展20强隆重发布。青岛胶州市成功入围，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市。

胶州市是山东省制造业优势地区，具备钢结构、服装、轻工等传统产业

基础，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场景丰富，基础雄厚。

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加持下，胶州工业互联

网融合应用不断深入，产业数字化生态逐步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案例

层出不穷。目前，胶州累计认定青岛市工业互联网平台 1个、智能工厂 9家、

数字化车间 30 个，自动化生产线 60 条，总数达 100 个，占青岛市的 17.7%；

认定山东省智能工厂 5家，数字化车间 3个，占青岛市的 25.8%。

青岛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唐漪浓介绍，在青岛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建

设的工业互联网场景赋能公共服务平台上，胶州市已注册有千余家企业，在

供需对接中推进了工业互联网与现有商业模式、业务领域的深度融合。

2022年初，青岛张氏机械有限公司在该平台上发布了“5G智慧车间”改

造需求，经过平台精准匹配，张氏机械与推送的 4 家服务商进行了洽谈，最

终与胶州移动公司于 6月份签约。青岛张氏机械有限公司通过项目改造实

现了替代人工、降低体能消耗、避免手动操作造成的人为误差，产品质量稳

定性得到很大提高，直接生产效率提高 30%，运营成本降低 28%，产品研发

周期缩短 50%，过程数据自动采集率达 90%以上，设备自控率达 80%。

“在‘工业互联网·胶州在行动’活动中，我公司在工业互联网改造方面

获得了政策支持、资金补助、免费诊断、专业服务等一系列红利，掀起了数字

化转型升级浪潮，企业数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工业互联网改造提质增效、

降本减存作用进一步突显，帮助企业实现了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

级。”青岛张氏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茂银说。

胶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胶州市加快发展县域工业互联网，积极引导传

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支持工业电商平台建

设，拓宽产品市场，壮大平台经济；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加大资金、人才等投

入力度，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逐步实现智能化、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推动

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不断提升；着力打造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园区、绿色工

厂，完善产业链条，增强集聚效应，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积强大动能。

胶州市县域经济大发展，数字化是绕不开的推动力，而“工业互联网平

台+县域经济”大有可为。胶州市以“上合+‘一带一路’+RCEP+工业互联

网”为主攻方向，提出《加快推动数字化赋能产城融合更新 打造工业互联网

国际化创新示范区》规划方案。到 2025 年，胶州市将基本建立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原生产业创新基地。

重塑制造业优势

青岛胶州发力县域工业互联网

入秋后，在秋风的吹拂下，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澄江镇铁寨村的千

亩有机百香果悄然“转红”，迎来了成熟采摘季。

8月 9日，记者走进澄江镇铁寨村百香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片绿意

盎然。绿油油的藤蔓下，一个个百香果挂满枝头，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

正穿梭在棚架下采摘成熟的百香果。

澄江镇自然条件优良，气候温湿，土壤肥沃，光照及水分充足。自古以

来，这里是百香果种植的“宝地”。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种植出来的百香果

果汁多、甜度高、口感好、品质优，很受市场青睐。

但是，由于今年雨水天气多，对百香果的生长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持续性强降雨的极端天气影响了我们基地的百香果生长，

产量减少，上市时间推迟。”基地技术员谢锦芳告诉记者，今年百香果亩产产

量，对比去年减少了 500斤左右，上市时间也比往年延迟了半个月。

据介绍，面对自然灾害，基地积极采取措施，从生产管理方面入手，采用

了先进的三线垂帘种植方式，提升百香果品质。

“今年我们采用的三线垂帘种植方式，相比往年的种植方式是完全颠覆

性的。”基地负责人邓强告诉记者，百香果是多年生常绿攀缘性草质藤本植

物，三线垂帘种植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百香果藤蔓的攀爬空间，可以让其通风

透光性好，不容易滋生细菌，对于预防疫病和茎基腐病有很大好处；充分的

采光提升了光合作用，让果实可以获取更多更好的养分，果实成熟转色好，

果粒均匀，果品品质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外，对于日常修剪和采摘也很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益。

近年来，该种植基地还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先后投入 200多

万元，安装了一系列的现代化科技系统，能全天 24 小时实时监测记录基地

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气压、风量风速风向等数

据，实现了对农事生产的精准监测、智能管控。

在科技和种植模式创新双重“加持”下，今年百香果优质果比例达到了

80%以上。“因为果品质量优，不仅销路不愁，而且也卖到了好价钱。”柏宏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明礼告诉记者。目前，新品种“金都三号”均价达

到了 15元一斤，基地与百果园等行业巨头达成了长期订单式种植的农业产

销模式，部分产品甚至远销北京等地。

目前，基地每天有 40多名工人在现场采摘，每天采摘量 4000斤左右。

始兴县地处南岭山脉南麓，有着美丽的山林水涧和广阔的乡野田间，森

林覆盖率高达 77.74%，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 99.4%。

近年来，该县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中国生态康养胜地、

全省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试点县等品牌，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创新推

进“生态+”，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大力发展“美丽经济”，让“绿水

青山”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

科学种植百香果

广东始兴“变现”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杨瑞莲 杨雨虹 赖金艳

“‘十四五’时期，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双

碳’目标任务，我们将坚持‘存量绿色化、增量高端

化’，全力打造中国北方绿色低碳铝基新材料产业

基地，瞄准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高端铝箔、电子

3C 等市场，全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产业，持续推

动地区产业链、价值链迈向中高端。”近日在内蒙

古霍林郭勒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铝工业高质量发

展峰会上，霍林郭勒市委书记高继业向来自全国

的行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介绍说。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到2025年，霍林郭勒市将新

增再生铝产能1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突破320万吨，

新增产值570亿元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霍林郭勒市如何加快

做好铝产业绿色低碳、高端发展的文章？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电解铝供需缺

口约有 200 万吨。铝业作为霍林郭勒市的支柱

产业，无疑也是盈利最可观的产业。但是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231 万吨的原铝生产能力并不是霍

林郭勒市铝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内蒙古

创源金属有限公司年产 40万吨轻质高强铝合金

项目生产线已经开始运转。该公司行政人事部

部长伏骞介绍说：“这一项目是为下游轻量化汽

车做配套，总投资 1.6 亿元，年产值可达到 90 亿

元，附加值能增加到 4 亿元，上缴税收 8000 万到

1亿元，整个项目用工在 500人左右。”

与此同时，福耀（通辽）精铝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福耀精铝）二期挤压项目生产线也开

始运转，该公司经理邹永华告诉记者，1 吨原铝

的附加值一般为 300元，而经此生产线产出的铝

型材，附加值可达到 2000元以上。

此前，福耀精铝项目一期主要生产 6系铝合

金圆铸棒材，作为高档汽车饰件及行李架用的原

材料，年产量 6000—8000 吨。项目二期产能将

达到 20000 吨，整体项目年可实现产值 3.6 亿元，

利税 3000万元。

把时针拨回到 2004 年。彼时，内蒙古霍煤

鸿骏铝电公司 20 万吨电解铝项目正式投产，标

志着霍林郭勒市煤电铝产业破题起步。

如今，随着电解铝产业转型的深入推动，

铝后精深加工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附加值

和产业链价值水平不断提升。已经形成了“原

铝—铝合金—压铸件精深加工”“原铝—铝合

金—型材精深加工”“原铝—高纯铝—铝箔精

深加工”“原铝—超细铝粉—高端铝银浆”4 条

细分产业链。从简单挤压加工，到精深加工，

十几年量变到质变的霍林郭勒市铝产业实现

了腾笼换鸟、提档升级。

产业“链条”滚动起来了，产业集群的“雪球”

效应就愈发明显。近年来，霍林郭勒市瞄准铝产

业链条关键环节、缺失环节和薄弱环节，围绕绿

色化、集群化、高端化，瞄准高性能铝合金、高端

铝箔、高纯铝、汽车轻量化等方向，按照“两头延

链、中间补链、高端强链”的思路全力以赴调结

构、转方式、提质量、增效益，铝后深加工产能已

经与原铝产能相当。

延链补链，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霍林郭勒市依托煤炭资源，大力发展煤电

铝产业。这样的结合与发展路径十分巧妙，下一

步将铝产业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进行对接和结

合，是霍林郭勒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贾明星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逐绿而行，致力服务“双碳”目标

2012 年 ，山 东 创 新 集 团 来 霍 林 郭 勒 市 投

资 兴 业 ，成 立 了 内 蒙 古 创 源 金 属 有 限 公 司 。

10 年后，该公司已经打造出一个投资超过 200

亿元，拥有煤、电、铝、风、光、火完整产业链的

产业集群。

回顾企业在霍林郭勒市发展的 10 年，山东

创新集团董事长崔立新由衷地表示：“霍林郭勒

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城市。在 10年的发展过程

中，我们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每次在困难面

前，党委政府都是第一个冲上来支持我们。正因

为如此，我们的投资才能顺利落地，项目才能够

顺利投产，产业链才越来越完整。”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们始终坚持正视

问题、坚定信心，俯下身子，抓招商、增投资、优环

境。坚持以最优营商环境增强发展的集聚力、吸

引力、竞争力，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

理念，实施助企纾困系列措施，持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高继业说。

近几年来，霍林郭勒市不断深化国家产融合

作试点城市建设，建立健全“政金企”对接机制。

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对接活动，架起企业与金融

机构的“连心桥”；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产品供

给，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常态化召开企业家恳谈

会议、对接会议、现场办公会，定期听取企业发展

诉求，根据需求提供精准化服务。

在用情用力“强服务”方面，霍林郭勒市以构

建“亲、清”的政商关系为出发点，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加快推进

“一网通办”；全面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继续实施

重大项目处级领导包联、项目包办代办等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优化服务流程，进一步压缩各类

事项办理时限，努力建设审批更少、流程更优、服

务更好、企业与群众获得感更强的营商环境。

同时，在加强要素保障方面，霍林郭勒市也

事无巨细，强化土地、水、电、气、暖等要素保障，

完成独立工矿区配套供水管网、岷通天然气支线

管网等工程，启动巴河口水源地置换项目；厘清

企业所在园区功能定位和运行方式，推动产业布

局、新能源建设、水资源保障等方面更加合理、更

加优化。

贴心服务，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内蒙古霍林郭勒内蒙古霍林郭勒::
踏上高质量发展新踏上高质量发展新““铝铝””途途

如何提高铝业发展的“含绿量”，推动产业向

“绿”而生？在霍林郭勒市的积极争取下，内蒙古

锦联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联铝材）“40 兆

瓦（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今年顺利获批，

该项目也同时开工。

走进锦联铝材，4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光伏项目的组件、逆变器、铝合

金支架已经陆续进场。组装、维护、加固……工

人们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在各自岗位上进行着

光伏项目的安装工作。

“这个项目主要是利用电解车间、阳极组装

车间、综合仓库、卸料站等建筑物屋顶及厂区内

的空地，进行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采用全部自

发自用的并网方式，光伏所发电量全部用于铝厂

消纳。”项目负责人包宝成介绍说。经测算，该项

目运行 25 年，年平均上网发电量为 6364.4 万千

瓦时，年等效满负荷运行 1283小时。届时，该项

目将年减排二氧化硫 11.9 吨、烟尘 2.42 吨、二氧

化碳 53333.67吨、氮氧化物 12.41吨。

锦联铝材副总经理郭彬告诉记者：“提高企

业发展‘含绿量、含金量’一直是我们企业发展的

重要课题。我们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实践，这次

光伏项目指标的获取，也是我们企业转型发展的

关键一步。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在提升企业发

展‘含绿量’上下功夫，树立长远发展的大局观。”

从“煤电铝”向“绿电铝”转变，是霍林郭勒市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霍林郭勒市委书记高

继业介绍说：“‘十四五’时期，面对高质量发展要

求和‘双碳’目标任务，我们将坚持‘存量绿色化、

增量高端化’，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谋篇

布局，全力发展新能源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未

来 2—3 年内，将接入新能源装机 430 万千瓦，清

洁能源消纳比例达到 35%，霍林郭勒将生产出更

多的绿色铝；同时，瞄准再生铝产业，着力建设百

万吨级再生铝产业园区，让绿色成为霍林郭勒产

业发展的底色。”

广东省始兴县澄江镇铁寨村的千亩有机百香果园里广东省始兴县澄江镇铁寨村的千亩有机百香果园里，，
百香果挂满枝头百香果挂满枝头。。 始兴县融媒体中心供图始兴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铝材冷轧生产线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铝材冷轧生产线 张辉张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