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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精尖技术上实现突破

青岛军民融合振兴产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位于青岛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区的
青岛船舶科技园，通过组建协同创新中
心，军地校企研实施联合攻关，开展研
发、配套生产全链条合作，成功研发出
三体超高速滑行艇，其最大航速 80 节、
续航能力 200 海里，达到了国际领先水
平，获得了全球民用订单，南非、印
尼、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订购
了18艘三体超高速滑行艇，合同金额达
8亿元。

三体超高速滑行艇的研发和产业化，
是青岛探索军民融合一体化协同创新及
产业化发展的缩影。“推进军民融合，根本
出路在改革创新，关键在科技创新，重点
是打通军民融合通道，构建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体系。”山东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青岛市委常委、青
岛西海岸新区党工委书记、区委书记王建
祥表示。按照这一思路，青岛市围绕海洋
海军海防的特色优势，通过搭建公共服务
平台、协同创新平台，设立军民融合创新
中心、技术装备保障中心、军地人才培养
中心、军队保障社会化服务中心、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中心、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设
中心，探索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科技和
产业振兴之路。

一体化协同创新

“军民融合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
‘高精尖’技术上实现突破。因此，必须整
合军地校企研科研要素资源，协同推进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全面提升舰船装备研制
能力和技术保障水平。”青岛古镇口军民
融合创新示范区工委书记刘玮告诉记者，
青岛确立了项目人才、技术攻关、创新平
台、成果转化“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机
制，推动军地校企研开展深度合作，释放
人才、技术、设施等创新要素活力。

项目人才一体引进。青岛着力引进
涉军涉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具有颠
覆性技术、自有核心技术项目，以高端
项目引进带动人才技术引进。目前，已

成功引进8所涉军涉海高校、6个院士工
作站和18个国内顶尖国防创新团队，成
立了水下信息科学、海洋新材料、舰船
总体设计、舱室环境工程、船舶与海洋
结构物环境适应性研究、无人机等20个
研究中心，分领域成体系开展尖端技术
研究和技术储备，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技术难题一体攻关。建立涉军涉海
顶尖人才专家库，组建协同创新中心，
成立技术合作和生产协作联盟，军地校
企研实施联合攻关，由此研发出一大批
高精尖技术：三体超高速滑行艇就是这
一机制的产物，还解决了舰艇的新材
料，研发了航空发动机、无人机、燃气
轮机等新技术。

共享平台一体建设。瞄准国家“两
机”重大科技专项，青岛西海岸新区、
中科院工热所、青岛市科技局三方共建
青岛轻型动力研究所，并建起了三个国
家实验室和国内唯一的轻型发动机高空
试验平台；以在研大功率燃气轮机为抓
手，集聚相关材料及成型、设计及试
验、设备及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优势资
源和高端人才，建设了产学研用一体的
燃气轮机全产业链共享平台；依托哈尔
滨工程大学青岛船舶科技园，建设了青

岛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平台等多个平台。
通过协同创新共享平台建设，加速资源
和人才集聚，搭建国内一流军民融合科
技协同创新高地。

科技成果一体转化。设立了国家军
民两用技术交易 （山东） 中心，开展技
术交易和成果转化服务，打造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军民两用科技成果转移交易、
科技孵化综合平台，构建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已完成军
民两用技术交易1亿多元。

“一体化协同带来的是效率大幅提
升，目前，青岛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区
集聚了 220 多家科研院所、军地企业开
展靠前保障，形成了就近集中、精准专
业、稳定可靠的十分钟技术装备保障
圈。每年联合攻关技术难题 100 多项，
提高保障效率 70%，节省维修维护费用
近三分之二。”刘玮说。

高端产业正集聚

走进青岛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区航
空技术产业创新基地，2 万米航空发动
机高空模拟实验平台令人印象深刻。“这
个平台除了我们自己的实验外，还承接
国内相关军工企业发动机高空试验。”青

岛航空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雷宇告诉记
者，“正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研发的
涡扇、涡喷等各类型号发动机才得以尽
快完成实验，目前某型号轻型发动机已
定型列装，全球首款吨位级货运无人机
成功试飞，并且还实现了超音速无人靶
机、长航时无人机的产业化”。

正是以这个平台为依托，航空技术
产业创新基地已孵化出了 4 家高新技术
企业。“我们已经规划建设了 1000 亩航
空产业园，承接无人机、燃气轮机、航
空发动机产业化项目落地，引入集聚相
关核心部件研发制造配套项目，打造产
学研一体、上下游紧密协作的完整产业
链。同时，古镇口还规划了 6.3 平方公
里拓展区，建设专业产业园区，打造军
民融合产业集群。”雷宇说。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船舶科技园
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一幅示意图，大略
标出了创新研发产业方向，其中产业方
向主要聚焦于高技术船舶、水下机器
人、船舶与海工配套装备、水声信息技
术及装备、舰船信息化、海洋新材料
等。“我们正在按照‘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科技创新孵化一体化建设思路，
打造‘一院一园一中心’，即：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创新研究院、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创新科技园、军民融合装备技术
保障中心。我们将引进高端创新团队、
研发机构和企业，形成以海洋科技和军
民融合为特色的高端人才、高新技术和
高端产业集聚。”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船
舶科技园副总经理李岩说。

据悉，着眼产业高端、集群发展，
青岛出台了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导则等一
系列引导政策，设立了 100 亿元的军民
融合发展基金，建设古镇口军民融合产
业园，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地
方优势产业“民参军”。“目前，军民融
合高端产业正在形成集聚，已形成了中
科系、中船系、中航系、中电系、高校
系项目加速集聚态势，带动形成了船舶
海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海洋新材
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近 3 年
来，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区引进军民融
合高端项目已达到 140 多个，总投资
1200多亿元。”刘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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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通
讯员石岩、宋华敏报道：新疆昌
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实
施装备制造增效、新型材料提
质、生物科技扩量三大专项行
动 ，2018 年 新 入 园 企 业 234
家，目前入园企业已达 1007
家。在环保等“硬约束”趋硬的
条件下，入园企业持续大幅增
加，使得昌吉高新区“软环境”
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昌吉高新区提出，迈向高
质量发展，要从“重视数量”转
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
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该高新
区对入园项目严格审核，先后
否决不符合产业、环保要求项
目 37 个；开展“打扫后院”工
作，全面整治“小散乱污”企业，
每周开展一轮排查，不间断采
取行动，分类制定措施，彻底清
理“小散乱污”企业46家。

昌吉高新区不盲目追求企
业数量，而是围绕产业结构调
整开展招商引资，瞄准重点企
业、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实行精
准招商、链式招商、以商招商。
2018 年已对接洽谈项目 210
个，成功签约 90 个，总投资额
达 240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
11 个。比企业数量增加更令
人欣喜的是，2018年入园企业
科技含量及整体影响力、竞争
力均大幅提升。

为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昌吉高新区成立了项目推进、
问题解决2个专题工作组，确保手续办理有人领、建设进
度有人盯、反映问题有人管。在项目建设中注重提高效
率，2018年确定的71个拟实施产业类项目中，已有60个
项目开工建设；新洋丰肥业等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
建设、当年投产。

昌吉高新区把优化服务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出台了《投资项目容缺预审并联办理管理办法》等。同
时，制定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确定部门行政职权 131项，
清理中介服务事项11项。对60项审批流程实行容缺预
审、一站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由81天缩短至43
天。与此同时，还引导园区内企业抱团发展，在 2018年
专项推进活动中，园区企业间签订互购协议金额 11
亿元。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昌吉高新区与乌鲁木齐、石河
子 2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创业新高地。昌吉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赵笑炜表示，园区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底线思维，持续优化结构，努力把园区建设成为科技体制
改革和创新政策试验区、创新创业生态优化示范区、科技
成果转化示范区、新兴产业集聚示范区、转型升级引领
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先导区。

图为位于青岛的中科院轻型动力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刘 成摄

河南扶沟是“中国蔬菜之乡”
“中国果菜十强县”“中国生态蔬菜
十强县”，蔬菜种植是当地的一大
特色产业，扶沟也是河南省及周边
省份的“菜园子”。

扶沟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扶沟蔬菜
就出名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从扶沟派到全国任蔬菜技术员的有
几百人，这些蔬菜技术员在外地被
称为“菜神”。

为了维护好“扶沟蔬菜”品
牌，扶沟县委、县政府整合涉农资
金，形成 27 个县直单位和 16 个乡
镇共同构筑蔬菜产业新格局，每年
在蔬菜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
入都在1200万元以上。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扶沟蔬菜
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发展。在吕潭乡
运来种植专业合作社，专业化、集
约化、工厂化育苗的概念变成了现
实。在这里，工人们熟练操作着自
动化装穴盘播种机，一名工人操作
遥控器同时控制 4 个温室的温度和
湿度；育苗棚移动式自动化航喷设
备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滚动式育苗
床使单位面积育苗量大大增加。这
些先进设备既提高了菜苗质量，又
节约了生产成本。

“别小瞧这台自动化装穴盘播
种机，它价值 20 多万元，极大地提
高了播种效率，依靠它能实现工厂
化育苗。”运来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焦运来向记者介绍说，据实测，人
工每小时最多播种 20 盘苗，机器每
小时能播 600 盘至 700 盘，并且精
准度高，播种深度和位置基本一
致。这样土壤一致，播种深度均匀
一致，育出来的苗也标准统一。

“老焦，你看看我这菜花上面
咋起小疙瘩了？我给你拍图传过去
了。”在采访中，焦运来手机一会
儿一条新消息，这是客户在扶沟蔬
菜技术交流群里向他请教问题。

“‘蔬菜触网’效果真不错，大家
遇到问题都可在群里提问，技术专
家及时给予技术指导，诊断准确率
达96%。”焦运来说。

扶沟各个蔬菜专业合作社不仅
将“中国蔬菜之乡”的名气发扬光
大，还吸纳了一大批村民就业，既
扶贫又增收。

“工作轻松、既顾家又赚钱，
我们当然愿意来。”临近中午，记
者在白潭镇共举蔬菜专业合作社门
口看到一波工人在排队打卡。他们
笑着告诉记者，自家土地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给合作社，自
己每天在这里工作8小时，领工资。

67岁的赵西来是共举蔬菜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他儿子是合作社发
起股东之一。“合作社由几个年轻
人发起成立的。他们在外都有工
作，怀着为家乡做贡献的初衷成立
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能雇佣几百
人，我们倍感骄傲。”他介绍说。

共举蔬菜专业合作社是周口市
产业扶贫示范基地。2012年，在政
府鼓励下流转 1100 亩土地集中经
营，既解决了部分土地撂荒问题，
还能吸引闲散劳力就业，带动贫困
户村民增收。如今，该合作社吸纳
贫 困 户 430 多 户 ， 覆 盖 周 边 13
个村。

在扶沟，蔬菜种植品种创新再
常见不过了。“南菜北种”“西果东
种”已成为菜农们经常更新的种植
品种，新、奇、特、反季节的瓜果
蔬菜在这里已经普及。

在河南农业大学扶沟蔬菜研究
院，记者见到了扶沟县蔬菜生产管
理局副局长吴保民，他常待在地里
研究，与蔬菜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
他不知道的。他端着一盒小苗介绍
说，这是在南瓜苗上嫁接的黄瓜
苗，上市早、结瓜时间长，刚好赶
上全国黄瓜上市断档期，每亩比以
往多收入几千元。

目前，扶沟已与全国36家超市
实现常年农超对接，蔬菜销售形成
了以农超对接为引领，农商对接、
农校对接、订单销售、市场销售等
多元化销售的格局。

扶 沟 的 “ 绿 ” 越 发 浓 郁 了 。
据不完全统计，扶沟全县蔬菜种植
面积 52 万亩，蔬菜产量 370 万吨，
总产值 46.80 亿元。全县从事蔬菜
产业人口达到 12.36 万人，从事蔬
菜生产的农户达8.2万户。

河南扶沟用创新浇灌“菜园子”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苏 畅 王 松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
圳市日前出台 《关于勇当海洋强国
尖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的决定》，内容涵盖海洋经济、科
技、空间、生态和文化等多个领
域，为深圳海洋发展指明了方向。

《决定》 明确了深圳的海洋产
业发展导向，大力倡导发展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企业落户和企业
转型提升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在

《决定》 提出的多项鼓励海洋企业
发展措施中，包括大力发展本土海
洋企业、吸引知名海洋企业总部落
户、鼓励尚未涉海的企业向海延
伸、扶持中小微海洋企业发展等。

《决定》 强调公共优先，高度
重视社会关切，注重公共开放、全
民共享。一是为市民提供更多公共
空间，提出构建世界级绿色活力海
岸带，从海洋公共文化设施、滨海

公园、标志性建筑等方面构建滨海
公共空间系统。二是加大海洋领域
教育和科研投入，创办国际化综合
性海洋高等院校，成立海洋领域研
究所。三是提升市民对海洋的认
识，加强海洋文化宣传教育，普及
海洋知识。四是强调对海洋的开发
与保护并重，深化海洋资源的科学
配置与管理。五是丰富市民休闲活
动，推动海洋文化与旅游、创意产
业结合，让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与全
体人民共享。六是通过建设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促使海洋经济成为城
市新的增长点，为市民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

深圳加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根据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珠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珠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债权金额以相关债权文件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附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9年1月2日

基准日：2018年9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合计

债务人

珠海市仕康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鑫坤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英都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

鸿帆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市国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珠海市扬名百货有限公司

珠海市泰仓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添恒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富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千鹏酒店有限公司

珠海江山塑料有限公司
珠海市新朝锋有限公司
珠海中锦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新区安一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宝丰鑫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安铧兴业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麦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

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市融讯商贸有限公司
珠海元坤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顺谦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融正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珠海华岳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维杰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科盈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翔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绿色航空模型有限公司
珠海市利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波利马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横琴安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中胜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质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质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

担保人

叶达康、林仕湛
珠海市鑫坤贸易有限公司、黄益金、黄艳宜、江门市恩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珠海市英都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珠海宝威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刘佑开、张英红

鸿帆控股有限公司、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四川广元启明星铝
业有限责任公司、颜铁军

珠海市国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广廉、珠海比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珠
海桓森投资有限公司、吴秀云、周伟亚

杨海波及关联公司珠海扬名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扬名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洋日贸易有限公司

方建、杨彩荣、珠海市泽凯贸易有限公司

李俊杰、李奇峰

黄锐、黄画红、黄剑巧

珠海市千鹏酒店有限公司、珠海市金海景裕酒店有限公司、珠海市金四海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许育德、杨阳
珠海江山塑料有限公司、重庆博浪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陈光玲、金锋
珠海市新朝锋有限公司、黄建安、陆红丹
珠海中锦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周秉承、伍欣、刘金晖、刘海燕
珠海市横琴新区安一工程有限公司；刘玉刚；刘玉刚、张成丽
珠海宝丰鑫化工有限公司；珠海宝丰鑫化工有限公司；阮班宝、刘艳、阮加
冰、深圳市宝丰鑫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安铧兴业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市杨恒贸易有限公司、徐锦全、张春凡、
陈绮珊

珠海市麦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斯优联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麦
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薛凯英

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四川广元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颜
铁军
珠海市融讯商贸有限公司、郑鹏满、陈慧燕
珠海元坤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顺谦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融正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姜群梅、粟勇平

珠海华岳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珠
海市吉莲三妹机械设备租赁部；蒋能武、谢三妹、郭冬顺、郑军、珠海市第
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市伯斯特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珠海市维杰投资有限公司
林厚兴、王维忠

珠海市科盈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科盈电子有限公司
龚奇杰

珠海翔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建红
李亚、薛勇、广东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白长利、广东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福平、广东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广东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韩广俊
饶辉生、李小川、珠海市中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珠海市和丰投资有限公
司
——

标的债权余额
（人民币：万元）

2,068.12
1,324.47

4,234.93

871.22

876.76

5,779.02

1,865.67

1,543.27

515.25

270.38

470.54
747.92
290.43
946.84

4,344.01

630.42

381.91

6,806.83

1,273.20
655.99

1,213.95
678.64
365.04

1,365.12

258.42

499.26

1,576.21
91.19

875.37
312.00
355.27
900.95

420.37

44,808.97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