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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石伟报道：福建自贸试
验区日前推出的第 8 批 30 项创新举措
中，有15项为福州自贸片区首创，其中属
于全国首创的有5项。至此，福州自贸片
区全国首创举措增至27项。

据福州自贸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些举措在企业通关便利化以及保护企业
知识产权方面有着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如全国首创的电子检验检疫“双模申报”
主干系统，企业能够通过福建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自主选择操作模式进行货物报检
业务，申报企业可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使
用及查询相关数据。这一举措极大地减
少了企业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货物申报录入项减少了 36%，进出口
货物申报时间从 4 小时减少到 5 分钟至
10分钟；船舶申报录入项减少40%，申报
时间由50分钟缩短为5分钟。

新推出的船舶进出境“一单四报”和
数据共享举措，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单一窗
口一次性递交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
等口岸监管部门要求的船舶出入境信息
并接受材料初审，口岸监管部门办理结果
可直接反馈到单一窗口，企业在一个窗口
就可以办妥船舶出入境手续。这一举措

使企业由过去分别向海关、检验检疫、海
事、边检四个部门提交申报单改为一次申
报，四个口岸监管部门能够共享申报信
息，交换各自审批结果，实现船舶快速通
关。船舶录入项由原来 641 项缩减为
384项，减少40%。船舶进出境时间从36
小时减少至2.5小时。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由福建自贸试
验区福州、厦门、平潭三个片区共同建立
的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知识产权综
合保护和管理机制，为企业免费提供“知
识产权网络侵权预警与存证云服务”，这
一举措改变了以往专利、商标、版权分散
管理和执法模式，解决了维权职责不清和
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提高了知识产权管理

和执法效率。
此次在福州自贸片区实施的创新举

措还包括建设项目环评承诺备案和豁免
管理制度、优化境外人员出入境服务、
自贸试验区综合执法体制、自贸试验区
企业设立“就近登记、全城通办”、有税
申报、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免核查动植
物检疫证书“正面清单”制度、跨境电
商备案全程电子化、组合购汇，以及简
单案件、简易程序案件办案模式等 10
项。据统计，福州自贸片区挂牌以来，
已累计推出了 8 批 92 项创新举措，其中
4 项创新举措已在全国复制推广，17 项
创新举措被福建省列为改革创新成果在
省内复制推广。

福建自贸试验区再推30项创新举措
福州片区全国首创举措增至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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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作为面向东盟及“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之一，湛江海关近年来积极推动
粤西、广西、海南三地海关及北部湾四大港口企业合作，以
培育新航线为切入口，构建起“三地七方”协作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湛江与海口、南宁海关共同创新海
关监管新模式，湛江港等四大港口企业共同培育物流新
航线，环北部湾进出境集装箱货物可直航东南亚重点枢
纽港；延伸现有外贸航线，通过互补不足优化航线配
置；加密来往港澳小船航线，通过一船挂靠多港实现增
加班次、聚集物流的叠加效应，推动班轮航线由零散化
向网络化转变，缩短航线距离，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实
现了“海关—港口—企业”共享改革创新红利和协调
发展。

据统计，2015 年以来湛江港已累计新增 10 条新航
线，通往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8大枢纽港口。

湛江海关助力环北部湾港口合作

本报讯 记者周斌从昆明铁路局获悉：沪昆客专云
南段移动、电信、联通 4G 网络成功实现同步全覆盖，不
仅实现了资源共享，而且降低了建设成本，多项技术和建
设标准处于国内领先。

据了解，三大电信运营商在高铁线路与铁路资源共
享率达到了 100%，4G 数据下载速率平均在每秒 30M
以上，旅客在高铁动车组上可随时上网。沪昆客专云南
段实现全线 4G 网络全覆盖项目，由中国铁塔云南公司
与昆明铁路局及移动、电信、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紧密
合作、共建共享。沪昆客专云南段全长186.0公里，目
前，正在紧张进行试运行。

沪昆客专云南段4G网络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寇衢从哈尔滨铁路局
获悉：为丰富列车旅途生活，满足乘客免费上网需求，哈
尔滨铁路局推出服务新举措，正在对管内19个主要车站
和全部普速列车安装无线网络 WiFi，预计 2017 年春运
期间将全面开通使用。

今年以来，哈尔滨铁路局全面开发了“无线 WiFi 列
车服务系统”，启动车站和旅客列车的 WiFi 安装工作。
截至 11 月末，哈铁局已在管内 19 个主要车站和 3375 辆
普速旅客列车安装了 WiFi 设备，其中 2456 辆列车上的
WiFi 设备已完成了通电测试，待全部 3400 辆列车安装
完成并测试成功后开通使用。WiFi 开通后可向旅客提
供列车影院、列车资讯、旅行指南等服务。

哈铁将全面开通列车无线网络

“坐在指挥大厅里，就能听到几十公
里外地下管网漏水的水滴声。”位于安徽
合肥经开区的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
究院内，院长助理梁光华正演示城市公共
安全监测项目。通过将一种智能监测球
植入供水管网中，该研究院的监测指挥中
心就能随着智能球在水管中来回流动，及
时、准确地检测出每一处管网渗漏点。水
环境安全监测与污染预警溯源是该研究
院的重要技术成果。“就像每个人的指纹
不同，每个企业排放的污水都有不同的特
征，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特征，查出排放
污水的企业。”梁光华说。

合肥经开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这些技术专利正在上升为城市公共安
全监测与治理方案，最终将推广到全国乃
至国际市场。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被合

肥经开区视为区校合作的新样本，依托清
华大学的技术、人才优势，构建从基础理
论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完善体系，一
个技术水平一流的公共安全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基地正在崛起。

今年以来，合肥经开区布局重大协同
创新平台，建设高规格的产业技术研发中
心，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新已成为推
动该区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

向下延伸通道，向上激活源头。通过
完善“研发—中试—产业化”的创新链条，
合肥经开区积极探索委托研发、共建实
体、科研院所转制、建立技术中心等模式，
加快科教资源转化步伐，进一步激发出深
藏在科技“富矿”中的创新生产力。目前，
该区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3.4%，预计到2020年将提高到4%以上。

今年，合肥经开区拓展与清华、哈工
大、中科院等的深度合作，对接科技成果
攻关、转化和产业化运用。目前，全区在
建“双创”平台面积为108万平方米，形成
了清华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联想研发中
心、清华启迪科技城、东湖高新合肥创新

中心、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
院、高校三创园“六大创新平台”。

在接连引入清华大学、哈工大等“脑
力资源”之后，合肥经开区重新梳理其下
辖丰富的高校资源，并将其视为创业创新
的关键力量。日前该区出台的学区合作
实施方案，打破了区校之间的“玻璃门”，
全面建设产学研对接平台。“区校合作是
一个支点，撬动的是我们由产业承接地晋
升产业创发源头的转型升级战略。”该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伟表示。

11 月初，坐落在合肥经开区的联想
全球研发中心刚刚启用，它每年能够完成
30多款电脑新产品的试验开发和测试验
证。其中，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分析实验
室可以对电脑屏幕的亮度、色域以及对比
度进行精准分析，从而为前端研发和生产
提供基础大数据。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拥
有 27 个行业先进实验室，技术团队人数
超过 600 人。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科技研
发做支撑，合肥联宝公司仅仅用了4年时
间，就把这里建成了电脑生产基地，每年
可生产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500万台

平板电脑。
“我们拥有开发 50 万行代码的控制

软件能力，掌控着电动汽车的‘大脑’。”江
淮汽车技术中心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王方
龙部长说，这种成熟的产品开发策略，正
是基于该公司系统掌握了电动汽车的电
池模组、电机和电动控制等核心技术。

“我们的创新能力培育、技术研发，都
围绕产业，这最终将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创新生态。”杨伟介绍说，为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合肥经开区制定出台了新型工业
化、科技创新等 7 个专项政策，已有 2 亿
元政策资金扶持到位。今年 1 至 10 月，
该区技术改造投资 180.8 亿元，同比增长
17.2%，占工业投资总量的65%以上。

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区，在创新
生态环境下，合肥经开区由“跟跑”“并跑”
变为“抢跑”“领跑”，以创新塑造引领性发
展，如今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100 多
家，其中产值超 50 亿元的企业 12 户，超
10 亿元的企业 49 户，超亿元的企业 119
户，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近 2000 亿
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

引入清华大学、哈工大等脑力资源

合肥经开区布局重大协同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长龙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8 印完时间：4∶30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