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日前，北京发布的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中明确提出，北京将聚焦原始创新，全力支
持配合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计划在京实
施，开展一批科技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的技术研
究项目，抢占国际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

“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十三五’时期城市战
略定位的重要内容，如何让北京在全国原始创新
中切实发挥作用，‘十三五’要破题。”北京市发改
委主任卢彦在作规划纲要解读时表示，未来 5 年，
中关村核心区是创新的重要支撑点，北京将进一
步强化中关村在创新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打造全
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核心区外，怀柔的科学
城、昌平的未来科技城、还有中关村南部（房山）科
技创新城，都将是重要的创新平台。

要建设如此多的产业带、科技创新平台，会不
会出现“千园一面”的状况？卢彦表示，北京规划
力图“一张蓝图干到底”，从设计之初，各园就各有
各的方向。其中，昌平未来科技城主要以央企“国
家队”创新为引领；怀柔科学城重点是以中科院为
代表的科学创新；房山是和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北
大等高等院校合作。“他们各自的创新方向、调动
的力量是不同的，未来的发展也会各有所长。”卢
彦说。

从这些新平台里将走出北京原始创新的“明
日之星”。比如，怀柔科学城即将建设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装置、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
值模拟装置三大科学装置；世界首颗量子通信科
学实验卫星也将在怀柔园区总控及在轨测试。中
国将建设世界第一条量子通信网络——北京到上
海量子通信网络，这将使中国从经典信息技术的

“跟随者”转变成为未来信息技术的“领跑者”。
“这些平台切实发挥好作用，‘十三五’时期北

京科技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的能力将进
一步增强，会带动科技革命以及科技革命背后酝
酿的产业革命。”卢彦认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趋势下，北京还将推
动京津走廊、京广线、京九线三条产业带协同发
展，推进京津冀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打造引领
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未来，北
京、天津与河北将不仅仅是“相邻”，更将通过产业
协作让彼此的经济链条血脉相融会。“这样的产业
带，既能支撑和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也有利于
北京企业完善价值链布局、扩展发展空间。”卢
彦说。

广东珠海市积极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集聚——

为提升创新能力注入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李茹萍

北京：

用原始创新抢占制高点
四季泛绿的广东省珠海市，总是给人

以勃勃生机的印象。刚刚入驻珠海国家高
新区的广东大潮集团董事长黄友江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大潮集团旗下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投资 2.5 亿元的绿色建筑科技研
发生产基地就要动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
推进国内新型绿色建筑产品与先进工艺发
展，形成‘产学研资’相结合的运作体系。”
黄友江说，在未来十年内，家用住宅、汽车
和办公地点的玻璃将逐渐被智能玻璃所取
代，市场规模在 100亿美元以上。

近几年，珠海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培育
高新企业，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公共平台
为载体，以金融资本为支撑，推动人才、技
术、资本、管理等创新要素聚合，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

汇集高端人才

珠海市利用开放、灵活的人才管理制
度和政策，引进培育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
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
团队。“十二五”期间，珠海共有“千人计划”
专家 30 名，比 2010 年增长 5 倍；引进 2 名
诺贝尔奖得主，引进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 2
个、省领军人才 7 名，集聚国家“973”首席
专家 6 名、领军型人才 53 人，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达 35个。

张云飞就是“千人计划”专家之一。这
个 80后的博士怀揣梦想，2010年在珠海成
立了云洲智能科技，专注于自动智能无人
船等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目前公司已有多
款产品面市，包括全自动采样无人船、应急
监测无人船、采样监测两用无人船和海洋
探测无人船等，已在国内 20多个省份 50多
个城市和海外得到应用。云洲智能已成为
中国第一个制定无人船相关技术标准的
企业。

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创新发展
论坛上，云洲智能科技当选为“全球创新百
强”。日前，云洲智能又获得由中国新时代
认证中心颁发的《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
书》，认证所覆盖有无人船平台及系统软件
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这表明云洲智
能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军品研发生产能力
得到认可。

“环保监测无人船具有较大的市场需
求。今年 5 月我们将再次远赴美国佛罗里
达参加国家水质监测大会，与墨西哥 debi-
sa 环保公司共同展开云洲无人船在墨西哥
及 周 边 拉 丁 美 洲 的 推 广 。”张 云 飞 高 兴
地说。

据介绍，到 2017 年，珠海将从海内外
引进和培养 60 个掌握先进创新成果、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创新创
业团队，引进 600 名左右在某一领域造诣
较深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以此提
升珠海中高端竞争力，力争把珠海建设成
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发展的首选
地之一。

打造创新平台

走进珠海四维时代科技，从德国归来
的 CEO 崔岩告诉记者，他是参加海外百名
博士南粤行时喜欢上珠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的。这位 80 后的博士在德国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工作了 8 年，带着他的研发团队及
成果来到了珠海。崔岩说，珠海的人才政
策、创业环境都很理想，在珠海政府的支持

下，很快解决了办公场所并住进了人才公
寓楼。公司成立短短一年时间就在三维数
字化领域取得了好成绩。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三维数字化建模
软件，在小型物体、大型建筑物、人体以及
微观精细物体等方面的三维数字化重建研
究成果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多家文博和大
型企业的青睐。”崔岩说。

“十二五”期间，珠海市引进和建设各
类高端创新资源，有力夯实创新驱动发展
基础。建设了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格力
电器获批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格力
电器、丽珠医药等骨干企业建设了 6 家国
家级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以上
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达到 151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到 22%，居广东省第一。

珠海市还建设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珠海创新中心、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
业创新研究、珠海诺贝尔国际生物医药研
究院等 16 家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技术平台
达到 36 家。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不断
完善，建有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 7 家，新增
孵化器面积 36 万平方米，总面积达 88 万平
方米，在园企业总数 832 家，累计毕业 270

家，新建 6 个创业苗圃，吸引了 154 个创业
团队进驻。

在珠海清华科技园，记者看到珠海纳
金科技有限公司掌握的纳米金属材料及透
明导电薄膜的研发和应用，已打破国外对
核心材料和工艺的垄断，同时打通了该技
术的上下游产业链，真正实现创新技术的
快速落地和规模化应用。总经理助理黄仕
科说，公司生产的纳米银线不但可以随意
折弯，柔韧和透光好，还可任意图形化，成
本低，可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柔性触控、可
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车载电子、智能建筑、
太阳能等众多领域，前景广阔。

以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也是珠海
大力推进的工作。珠海设立了规模 10 亿
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了珠海市科
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粤科金控小额贷款
公司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引进了股权（创
业）投资企业 1083 家，全市上市企业达到
33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 49 家，总数
居于广东省前列。

据广东省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城
市创新指数》，珠海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
八、全省第三，省内仅次于深圳和广州。目
前，珠海高新技术企业有 410家。

全国首家以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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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青年社群于一体

的创新青年业态。

（资料图片）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65）
现将第1765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查询

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平和县朝阳食品有限公司
长乐市曹朱祥德酱鱼奇厂
永定县牛牛食品有限公司
南安市罗东镇天旨机械维修店
麻城市灵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仙桃市亿隆塑料制品厂
宜红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威尔时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超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万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绿冷高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今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楚禾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腾硕农产品有限公司
武汉上品滋补堂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双峰县海义食品厂
湖南明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平江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
新邵县东方红酒厂
长沙市湘姜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广联日用百货有限公司
学海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益阳市建国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广志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穗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湘小伍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迪威玛尼服饰有限公司
安化县开心茶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明月食品厂
怀化市信德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军宇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湖南湘蜜乳业有限公司
长沙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葛液酒业有限公司
宁乡县双凫铺镇盛禾食品厂
长沙简美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石门县向阳坡家禽家畜养殖专业合作社
平江县伟晨食品厂
益阳市碧泰源米业有限公司
句容市边城镇华达天然草本植物研究发展中心
高邮市香麦郎食品厂
江都区润扬真知味食品厂
宿迁市玫瑰园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舒康服饰有限公司
龙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东吴扑克牌厂
苏州市海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千沐禾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天生丽姿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露伊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恒华传媒有限公司
扬州循天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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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玖博制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宏富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天然村现代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
常州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泰和国药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德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进区邹区蔡氏树林草鸡蛋销售中心
江苏李思福服饰有限公司
东台市五禾米业有限公司
南通万康酿酒有限公司
江苏千艺丹奴家纺有限公司
江苏瑞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爱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嘉祥圣帝澳食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鼎顺食品有限公司
高密市长乐食品厂
邯郸市良欣纸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鑫塔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琳琳商贸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张家口)有限公司
霸州市鼎诺壁纸有限公司
高阳县啄木鸟纺织品经销处
高阳县亚斌纺织厂
保定海优威太阳能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迎兴床上用品厂
安新县诚信塑纸包装有限公司
蠡县美洁臣电热蚊香厂
石家庄冀之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海博纺织品有限公司
邢台锦东食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菜达屋种植科技有限公司
玉田县鸦鸿桥远洋塑料厂
石家庄拜尔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
宣化县沃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通河县新立米面加工店
黑龙江爱天绿消毒剂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顺盈棉签厂
五常市宏阳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贵春米业有限公司
巴彦县金粒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申子辰食品有限公司
双城市凯迪纸制品加工
哈尔滨三药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辰昇食品有限公司
开原伴侣纸业有限公司
盘锦金硒园米业有限公司
运城嘉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运城市健立食品有限公司
阳泉市方顺商贸有限公司
夏县裴介镇营里红星卫生纸厂
沈阳市泰阳中医中药研究所
沈阳市鑫百年卫浴用品制作中心

新民市希格玛食品加工厂
沈阳亨博源纸业有限公司
南和县峰瑞养殖有限公司
白山市潜龙松花石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山市浑江区金星食品加工厂
农安县三泰米业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抚松)参业有限公司
双辽市志红食品加工厂
吉林省益健粮食加工有限公司
乾安县宏达农副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集安市士锦盛祥参茸有限公司
吉林高新区江城马婆辣白菜店
吉林市船营区大海德药店
前郭县八郎镇钰顺米业
长春市吉晟鹿业有限公司
延边宇星无公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省绿优饮品科技有限公司
舒兰市荣胜琪食品有限公司
扶余县洪岩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兴食品厂
朝阳县黑牛营子乡金鑫食品厂
北镇市高山子忠江加工厂
丹东辛麦元食品有限公司
仙妮私衣坊(天津)纺织品有限公司
天津航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卡牌客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艾尔诺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石泰集团有限公司
通化胜藏乐人参开发有限公司
前郭县国艳米业有限公司
莱州市瑞祥粮油有限公司
上海华生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世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亭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阳隆蔬果专业合作社
上海炫赛礼品有限公司
南通喜之来商贸有限公司
武进区遥观润源玩具厂
镇江市丹徒区仙居畜禽饲养专业合作社
泰州市泰来润滑油脂厂
沧浪区海洋之星海参商行
苏州华艺人动漫有限公司
泰兴市康普兴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泗洪县欣阳食品厂
苏州艾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敲糖帮食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恒艋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醇远香食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康德针织厂
建德晓晨食品厂
永康市艾凡玻璃工艺品厂
诸暨市大唐春飞袜厂

庆元县百丈山泉纯净水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远舟袜厂
金华市倍斯特彩印厂
义乌市泽青内衣厂
杭州阿芙娜时装有限公司
庆元县千钟粟农业专业合作社
浦江缤利化妆品厂
宁波市鄞州青绿农庄
象山骏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安徽尚可艾食品有限公司
濉溪县佳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市裕安区学玲水饺加工厂
合肥乐家老铺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西群鹿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大余县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德兴市三清山植物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花千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瑞昌市千百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瑞昌晶磊糖业有限公司
吉安市青原区雨中林农副产品加工厂
南昌原酒主人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大德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章丘市立鹏纸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金圳不锈钢制品厂
潮安县龙湖龙浩不锈钢制品厂
新丰县大丰观光休闲农场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彩轩文具厂
佛山市奔成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润迪嘉塑料玩具厂
汕头市腾高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普兴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威特丰玩具厂
潮州市枫溪区汇林陶瓷经营部
中山上铠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鸿志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韶霞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哥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亚弘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城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蓝美玉日用品店
潮安县庵埠乐发食品厂
潮安县彩塘永鹏五金工艺厂
潮安县美佳宜工艺制鞋厂
汕头市冷冻厂
汕头市亷记食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支点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迪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泉之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汤臣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宅宅安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康尼斯电器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顺鞋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振森内衣厂
廉江市美扬电器厂
河源市香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裕益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达为电子有限公司
端州区鼎纯卫生用品厂
汕头市瑞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啟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力创意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国派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惠而信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肉联有限公司
中山市卡霓儿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高业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华盛针织厂
东莞市宝亦堂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庆成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旺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源市汇先丰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文书雅文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智力星文具厂
汕头市达利来织造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菲达斯电器有限公司
咸阳辛农缘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宝鸡千味调味品有限公司
大荔县韦林镇高洼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甘肃长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红古海石湾双妹光明眼镜商行
甘肃阴平酒业有限公司
西宁青藏三尊酒业有限公司
宁夏贺麓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彭氏米业有限公司
宜州市新味珍地方特色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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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