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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袁
开军、院士杨学明团队与南京大学教授谢
代前合作的研发项目通过验收后，吸引了
众多国内外科学家团队前来寻求合作。

“大连光源”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运行在极
紫外波段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目前，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围绕科研创新全过程
培育重大成果，加速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实现知识产权许可转让 400 余件、转
化收入超过10亿元。

近年来，大连市委、市政府把建设“产
业结构优化的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先行区”作为全市坚定不移的追求和长期
奋斗的目标，着力推进改革开放，有效释
放发展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
力提升发展质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鼓励创新创
业，有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锐意改革有效释放发展活力

在大连金普新区，外商投资者足不出
户，通过电脑和手机就能完成企业登记注
册业务。2017 年 4 月份，中国（辽宁）自
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正式挂牌。大连片区
位于国家级新区金普新区范围内，是中国

（辽宁）自贸试验区最大的片区。
“自贸试验区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高

地’。”大连自贸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刘爱民说。

两年来，大连片区始终坚持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
对标国际规则，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国际
化、法治化、便利化要求的制度体系，形成
了一批具有大连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

截至今年6月份，大连片区共总结出
237项制度创新事项，经第三方评估形成
创新案例 82 项，其中 66 项上报省政府，
22项上报商务部。

大连片区的制度创新与改革探索，是
大连市委、市政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生动实践之一。

大连市委、市政府深刻地体会到，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治本之策。

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造良好
营商环境。大连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0年全市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
得新突破，营商环境排名显著提升，一流
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基本
形成”总体目标。

今年年初，大连召开营商环境建设工
作会议，动员全市上下把优化营商环境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
局也正式挂牌成立。

目前，大连市本级678项行政审批类
事项中，427项实现“最多跑一次”，515项
实现网上申报，225 项实现全程网上审
批。全面开展“证照分离”改革，着力解决

“准入不准营”问题。压缩行政审批时限，
企业工商登记时限最短压缩至 2 个工
作日。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正在不断激
发市场活力，为全面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新“智造”打造竞争新优势

走进大连光洋科技集团生产基地，在
面积达36个足球场的地下恒温恒湿生产
厂房内，一套套堪称全球最具性价比的数
控系统、传感系统、工业机器人、五轴高档
数控机床等产品正在加工生产中。

光洋科技董事长于德海告诉记者，自
2013 年大连开始“两先区”建设至今，这
家企业已累计向航天、航空、能源、汽车、
模具等领域的百余家用户提供不同类五
轴数控机床300余台，在多个领域实现了

进口替代。
如今，在国内高档数控产业领域，这

家民营企业一枝独秀，构建起完整的人才
链、技术链、产业链，覆盖了数控系统、传
感系统、工业机器人、五轴高档数控机床
等，具备研制多种类、多规格五轴高档数
控机床的能力，成为世界上自主配套率最
高的企业。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江滨
告诉记者，大连市以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智能化改造为主攻方向，加
速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
服务化和品牌化方向转型升级，加速打造
竞争新优势。

随着传统产业插上智能化的新翅膀，
一系列大连“智”造的“国之重器”产品也
频频亮相：“华龙一号”福清5号核反应堆
压力容器完工交付；全球首艘 85000 立
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建造成功；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20000TEU集装箱船
成功交付；全球首支世界最大 22000 标
箱集装箱船用曲轴下线；自主研制生产的
7.65 米顶装型焦炉机械达到当代焦化行
业世界领先水平；国内首台35万吨/年聚
丙烯挤压造粒机组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
垄断……

此外，大连市还着力培育发展新动
能，着力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高端化
发展，提升产业技术支撑能力。发挥“互
联网+”带动作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精细化工、生物医
药、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
造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
新兴产业“双轮驱动”，有力推动了新旧动
能接续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8
年，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5.9%，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新兴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6%。
今年一季度，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5%，最
为亮眼的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55.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43 个百分点，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22%，比上年同期提
高6.7个百分点。

“三创”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2019 年伊始，大连高新区党工委就
召开 2019 年度工作誓师动员大会，号召
全区坚持“又高又新”标准，加快集聚创新
发展新动能，全力以赴推进自创区建设。

作为大连市“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
化”的主阵地，大连高新区肩负着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东北亚科技
创新创业创投中心核心区”的使命任务。

大连高新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
加快推动创新发展，高新区坚持以培育提
升创新主体、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
力、提高创新水平、推动产业升级，打造科
研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三大平台，重
点发展智能科技、洁净能源、生命科学、海
洋科技和数字文创等五大产业，努力形成

“科技+金融+人才+IT(互联网)”发展模
式，全力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向高端化、互
联网应用产业向规模化、新兴产业向集群
化发展。

目前，高新区已经启动建设“2025创
新中心”、打造“软件和信息服务升级版”两
大引擎，加快推进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新材料和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心、集成电
路设计和信息安全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
疗技术创新中心“四大创新中心”建设。同
时，高新区持续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支持和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努力打造良好的
创新发展环境，汇聚发展新动能。

大连高新区的发展是大连市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缩
影。近年来，大连市委、市政府将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地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狠抓科技创新不放
松，增创振兴发展新优势，加快推进大连
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2017 年 9 月份，大连市委、市
政府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大会，发布实施了

《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
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的意
见》等政策，出台了大连市科技创新基金、
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 70 余项
实施细则，形成了全方位的科技政策体
系，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开启了
科技创新的“金钥匙”，有效激发了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大连市已先后建成国家级高端
轴承、数控机床、核电装备、智能制造、文
化与科技融合、智能化成型和加工成套设
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金州、旅顺获
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甘井子区、高新园
区获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大连市委、市政
府进一步强化市场在创新要素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
置资金链，突出企业高校院所创新主体地
位，大力实施创新企业培育工程，强化高
校院所的科研智力支撑，实现产学研协同
高效创新，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

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创新体系
逐步完善，科技要素不断集聚，研发投入
持续增长，创新活力竞相迸发，重大成果
不断涌现。

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

大连：“两先区”奋起扬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林火灿

建成“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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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端创新成果
不断在大连诞生：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首艘国产航空母舰
在大连造船厂下水；世界先
进的大型自由电子激光科学
研究装置——“大连光源”
建成运行；大连液流电池储
能调峰电站国家示范工程投
入建设；华锐重工、一重加
氢等大连企业在 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关键设备、
核电关键大型设备建设中取
得了重大技术突破。我国一
系列重大新技术、新产品、
新材料都打上了“大连创
新”的印记，为大连加快

“两先区”建设提供着有力
的科技创新支撑。

大 连 市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当前大连正处于加快振
兴发展、建设“两先区”的
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进入攻坚阶段，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依靠科技
创新提供新的动能。为了推
进相关工作，大连专门举办
全市科技创新大会，作出

“加快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
创业创投中心”的战略部
署，把科技创新摆在前所未
有的突出位置。为此，大连
提出发挥自创区核心带动作
用，全面优化科技和产业布
局，强化企业和高校院所创
新主体地位，提高全球配置
创新资源能力，构建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体系，营造鼓励
创新的良好环境。

目前，大连正以高新区
和金普新区为依托，在体制
机制改革上大胆创新，开展
政策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大连
高新区，不断推进各项创新
政策落实，去年全区共计兑
现政策扶持资金 1.7 亿元，
为 121 户企业免抵税 4.1 亿
元，同 15 家高校院所达成“区校科技创新一体化合作
协议”。为打造“双创升级版”，建立“联创加速器”，
吸引微软、阿里、百度等著名企业设立加速器。

随着大连近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型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科技
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了解，近期大连先后获批
建设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和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东北地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辽
宁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去年底，全市相继建
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5 家、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8 家、
企业技术中心 16 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9 家、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6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13家，两院院士达到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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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两先区”建设引领

下，大连上下齐心协力，全力推动改革

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创

新创业创投、加大民生保障力度，不断

提升城市综合实力。

“大连光源”“风帆技术”“核电快

堆”等世界一流创新成果接连在大连涌

现，大连服务“创新创业创投”能力不

断增强；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华龙

一号”、光洋五轴高档数控机床等大国

重器叫响世界，实现产业升级，大连更

实现了制造业高质量加速发展；“放管

服”等改革在给内外资企业来了一系列

“没想到”的同时，“保姆式服务”“一

站式服务”已经成为大连营商环境建设

工作常态。

看着一份份令人满意的“大连答

卷”，细数一个个改革发展成果的同

时，一系列“大连样本”清晰可见。

在“保税混矿”监管创新向全国自

贸区推广，“一次检查、全面体检”经

验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的同时，大连的

“创新创业创投”模式、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体制机制改革经验、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模式、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社

会综合治理经验等，都在“两先区”建

设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进

程中不断形成，源源不断地为振兴东

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战略实施提供着“大连样本”。

建设“两先区”，是党中央着眼于

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步伐，着眼于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

绿色化协调发展，对大连提出的新要

求，也是今后大连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指南。对大连而言，必须持续深

化“两先区”建设，持之以恒践行新发

展理念上有新作为，推动大连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不断为进一步建成产业结构

优化的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

交出新答卷，提供新样本。

从“大连答卷”中看“样本”
苏大鹏

图为大连港中欧班列集装箱装运线。

图为产自大连的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

容器。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正在大连甘井子区推行，居

民和企业办事更加便捷。图为甘井子区行政服务大厅。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