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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江婷 李长龙报道：日前，安徽省第
五批贯彻“六稳”暨合肥经开区重大项目·空港国际小镇集中开工动员
大会在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举行。当天共有10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1126亿元。其中包括东华软件总部基地、蔚来汽车中国总
部、华东科技存储器封测、日本荏原精密真空泵、合肥生命科技园胰岛
素类似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55个，总投资775亿元，占产业类项
目投资额的92%。

近年来，合肥经开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和滨湖科学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承载地，引领新兴产业布局，以全面
建设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加速形成统筹推进港产城融合、一二三产
业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全域发展新格局。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有产业类项目63个，总投资838亿元，今
年计划完成投资334亿元。包括集成电路项目20个、新能源汽车及高
端装备项目13个、生物医药及快速消费品项目12个、人工智能项目9
个、现代服务业项目9个，项目起点定位高、科技含量足、辐射带动强，
为合肥经开区加快推进建成区全面升级、空港经济示范区全面建设注
入了强大动能。

在集中开工项目中，有工程类项目44个，总投资288亿元，今年计
划完成投资80亿元，包括城市综合运营项目1个、产业平台项目3个、
基础设施项目19个、民生保障项目5个、生态环境项目7个、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9个。项目体现基础设施优先、生态环境优先、群众利益优先
理念，推动空港示范区建设发展全面提速。其中空港国际小镇、新桥机
场机坪改扩建、高刘安置点三四期、合肥空港医院等空港建设项目23
个，总投资236亿元，重大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占投资额的82%。

合肥经开区：

10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哈尔滨自贸片区:

“重磅”政策赋能改革创新
本报记者 马维维

福建厦门生物医药港加快建设产业创新高地——

“补链强链”打造高质量产业集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厦门是我国最早布局生物医药产

业的地区之一，“十三五”以来，生物医

药产业呈现质升量增的良好发展态

势，初步实现了产业集聚、人才集聚、

资本集聚。位于海沧区的厦门生物医

药港在促进福建省、厦门市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

前，厦门出台系列政策，加速建设国内

一流的中国生命科技之城，厦门生物

医药港也发布规划，以清晰的战略思

维、精准的发展路径，再次吹响产业发

展的冲锋号角。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规模巨
大、检测快速的核酸检测为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为数不
多的通过国家应急审批取得注册证的核
酸检测试剂盒生产企业中，就有两家来自
福建省厦门市。

6月7日，厦门举行生物医药创新发
展大会，出台了《厦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厦门市做
强做大生物医药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等一系列扶持政策；6月8
日，厦门海沧区发布《厦门生物医药港产
业发展规划》……厦门正在加速建设国内
一流的中国生命科技之城，位于海沧区的
厦门生物医药港更是以清晰的战略思维、
精准的发展路径，再次吹响产业发展的冲
锋号角。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厦门是我国最早布局生物医药产业
的地区之一，历经近20年的潜心培育，生
物医药已经成为厦门的重要优势产业。
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厦门市生物医药产
业呈现出质升量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初步
实现了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资本集聚，形
成了体外诊断、助听器、骨外科植入材料、
呼吸耗材等一批优势特色细分产业板块，
一批自主创新产品相继获批投产，一批长
期培育的本土骨干企业相继上市，一批高
质量项目相继落户。截至2019年底，厦
门市有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领域相关企
业80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297家，市级
科技小巨人企业140家，科技小巨人领军
企业72家。

以海沧为龙头的生物医药港在促进
福建省、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面发
挥了显著作用。2019年，海沧区有生物
医药企业340家，产业规模219.91亿元，
已成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海峡西岸产
业集聚度最高、创新研发转化能力最强的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厦门生物医药港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2年，厦门生物医药港被科技部火炬
中心认定为国家火炬生物与新医药特色
产业基地；2014年，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为
核心的厦门市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厦门生物医药孵化器
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019年，厦门生物医药港入围中国生物
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排名全国第
13位；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为核心的厦门市
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首批入选的17个
生物医药领域产业集群之一。

全球第一支“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全
球第一大辅酶Q10生产商、全球纯度最高
的硫酸氨基葡萄糖、国内首支国产二价宫
颈癌疫苗……众多来自厦门生物医药港
的创新成果，已经站上了全球生物医药行
业的最高峰。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厦门
迅速启动科技应急攻关项目32项，开展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疫苗、治疗药物研发
等科研攻关，截至目前，已有2个新冠病
毒检测试剂通过国家应急审批取得注册
证；21家企业进入商务部医疗物资出口白
名单，为国际国内疫情防控贡献了厦门力
量。厦门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领域也实现
了逆势增长，一季度增速达到20.5%，展
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活力。

全方位扶持促产业发展

厦门市、海沧区均高度重视生物与新
医药产业的发展，都出台了加快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从研发
创新支持、平台搭建、市场开拓等方面对
生物医药项目引进、骨干企业培育、创新
成果转化进行引导和扶持。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
营事务部经理吴雪燕介绍，生物医药产业
存在前期投入高、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
高等风险，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厦
门生物医药港拥有省、市、区三级叠加扶
持政策，对企业给予的支持政策涵盖了场
地租金、研发费用、产品认证等方面的费
用补助，以及产品产业化、企业经营贡献
和规模化发展方面的奖励；对人才方面则
给予了包括创业资金、生活补助、住房补
贴、配偶安置、子女教育、个税优惠等全方
位的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助力。

2018年7月，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在厦门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福建盛迪
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创新药和高端制
剂的研发和生产，为集团在华南地区的重
要战略布局。公司董事长孙飘扬说：“在
恒瑞落地厦门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
厦门市为了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在产业集聚、产业配套和政策支持
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其提升产业能
级、打造产业集群的决心。”

为助推产业集聚发展，海沧区还注重
建设专业园区与平台。生物医药港以产
业平台公司为抓手，陆续建成厦门生物医
药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园、协同创新创
业中心等通用厂房专业园区，累计引进初
创型企业及创新型小微企业超过 200
家。同时，市、区两级合力，围绕产业发展
的重点方向，搭建了厦门生物医药测试分
析平台、闽台诊断产品创新创业园、厦门
体外诊断仪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厦门化
学创新药研发平台等10余个专业技术服
务平台。

海沧生物医药港负责人介绍，为了服
务周期漫长的生物医药产业，使产品能够
更快获批、加速推向市场，海沧区成功推
进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厦门生物医
药产业园挂牌成立了厦门生物医药港服
务工作站，让海沧区生物医药企业在家门
口就能接受省药监局的指导和靠前服
务。此外，福建省首个抗肿瘤新药临床评
价技术示范性平台和厦门生物材料特殊
物品出入境公共服务平台也相继落户
海沧。

高标准打造产业高地

“厦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天时
地利人和的条件。”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表示，“天时”就是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
期，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创新最
为活跃、发展最为迅猛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地利”就是厦门有坚实基础，厦门生
物医药产业去年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10亿元、产值665亿元；“人和”就是厦门

具备优良环境，人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
优美，发展环境优越。

厦门市发布了《厦门市加快推进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壮大产业发展能
级、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和加强组织保障
服务4个维度，提出23条具体措施，全
面推进厦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

“力争到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规模突破1500亿元，培育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龙头骨干企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成为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集群、独具特色的生
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建成国内一流的中
国生命科技之城。”胡昌升表示。

“致力于建成以特色优势产业板块为
引领、具有持续的自主创新转化能力、在
细分市场具有先进性、竞争力和领导力的
专业化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厦门生物医药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力
争到2022年，厦门生物医药港产业规模
达到 300亿元；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500亿元，累计培育上市企业8家，年产值
超过50亿元企业1家，10亿元以上企业
10家，跻身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
争力前5强榜单。

“充分发挥高端医疗资源优势，构建
医疗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加速创新成果
产业化，让企业创新研发少走弯路。”海沧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海沧将持
续嫁接高端医疗资源，夯实涵盖临床前研
究、临床研究、中试放大和生产的药物创
制平台体系，培植有利于医药研发创新的
产业生态。

此外，厦门生物医药港将在继续推进
各细分领域创新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孵
化功能，培育、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
头企业，带动一批创新性强、市场潜力大
的成果转化项目批量入园，通过“补链强
链”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持续做强做
优厦门生物医药港。

近日，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发布《关于加强对外开放深化改革
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集中推出25条涵盖广、靶向准、力度大、措施实
的“重磅”政策，从对外开放合作、重点产业集群培育、要素供给保障、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激励、生物医药产业扶持、政策兑现落实7个方
面，给予自贸区企业强力支持，通过政府减税、降费、重奖，真正让利于企
业、让位于市场。

“政策措施的推出将不断提升自贸区哈尔滨片区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加速实现聚投资、聚产业、聚企业、聚人才的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新区
经济全面复苏、强劲增长。”哈尔滨自贸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若干政策
措施是哈尔滨片区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常态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全
力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而制定的。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25条政策是此前新区出台的“黄金30条”和今
年“温情21条”的拓展和延续，而且含金量更高，由增量奖励扩展到全面
激励。比如，将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由过去的增量奖励最高提
升到投产后前3年全额奖励、后两年50%奖励；将奖励基数由区本级留
成部分，最高提高到省、市返还和区本级留成部分合计；对中小企业减免
房租，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减免3个月，提高到前3年免房租、后2年
每年房租减半；对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5%的部分，
最高给予全额补贴。

为保障政策落实，新区专门成立了政策兑现中心，由专人负责，且兑
现周期缩短。同时，将在政策配套制定、政策落地实施上下功夫，确保在
一个月内出台实施细则，加速释放最强政策红利。此外，围绕加强对外
开放、深化改革创新，在这25条政策的基础上，还将不断强化政策和制
度供给，让更多的新区企业受益。

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纷纷入驻。在政策发布当天，就有32个
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77.8亿元，项目涉及新材料、装备制造、新一代
信息技术、对俄合作、总部经济、大健康及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国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投资10亿元，拟
建设一个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中心和先进复合材料研发中心、5个产业
化板块、1个国家新材料科技基地重点试验室、1个军品生产车间等；上
海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哈尔滨电力产业总部基地项目，
将投资80亿元建设电线电缆制造产业、变压器及电气成套产业、电力工
程配套产业、相关配套产业及区块链平台产业四大产业园，经过5年至
10年的发展，预计总产能将达450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

在位于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工业园区的浙江立度织造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员工在赶制产品。作为建德市防疫物资保供企业，该公
司自今年3月初以来，新增两条智能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口罩、防护服
等防疫物资辅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应用，使企业工艺流程优化，生产
成本降低，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益都得到了提升。宁文武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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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效益高

日前，中国长城（天津）自主创新基地
项目落户天津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
项目致力于打造一个立足天津、辐射京津
冀、面向环渤海的自主安全电脑智能制造
中心，将在高新区形成全国产化的

“CPU—操作系统—整机”产业链条。项
目计划总投资2.5亿元，分两个阶段建设，
一期项目计划投资1亿元，打造京津冀地
区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预计投产后年产
电脑30万台，年产值15亿元；二期项目计
划投资1.5亿元，联合产业生态链上下游
企业、政府基金等共同建设国产化数据
中心。

据介绍，中国长城形成了“芯—端—
云”的完整生态链，孕育出长城“飞腾+麒

麟+安全”的网信产业生态，形成了体系化
的核心优势。尤其是在云存储设备、PLC
系统和交换机等领域，中国长城拥有独特
的优势，打造了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
等算力基础设施的全国产化云基座，从根
本上实现了数据安全，完全能够支撑地方
智能化、智慧化、数字化和数据化的发展
需求。

2019年9月，天津滨海高新区获得国
家发改委批复，建设国家唯一网络信息安
全产品和服务产业集群，成为引育新动
能、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的重要支撑。

“引育新动能就要找到发力点、优势
点、最大增长点，当前我们的首要产业就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新区拥有国

家批准的唯一一个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
服务产业集群，集聚了一大批行业领军企
业，我们将围绕这个产业加快引育新动
能，助推滨海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天津滨
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单泽峰说。

在此产业链系列中，天津滨海高新
区在前端有飞腾、麒麟、360，下游有曙
光、长城，配套端有华为、腾讯、天地
伟业等，上下游企业共1000余家，营业
收入900多亿元，构建了覆盖“芯片—
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的国产化
产品链条。今后3年，天津滨海高新区
将围绕互联网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产
业链条不断强链、补链，打造这一领域
的“王牌队伍”。

今后，天津滨海高新区将进一步明
确产业定位，提升产业能级，努力打造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为此，高新区将持
续优化区域空间和产业布局，将海洋科
技园与华苑科技园作为信息技术创新应
用产业核心承载区，并积极布局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腾讯 IDC数据中心、
360网安协同创新平台、航天五院“鸿
雁”、华为鲲鹏实验室、天地伟业智能安
防等一批新基建项目建设，强化5G、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今年3月，天津
麒麟与中标麒麟整合后的新公司总部已
落户高新区，这是天津市政府与中国电
子信息集团合作的重大项目，新麒麟将
全力打造中国操作系统新旗舰。

未来发展中，天津滨海高新区将抢抓
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新机遇，立足于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跨界融合化，发展网
信产业，实施网络强区战略，加快引育新
动能，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同
时，以新基建项目为重点，围绕建设5G引
领的智能网络基础设施，加快数字经济布
局，加快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和
以智能科技、网络安全、大数据、5G等为
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

天津高新区：

围绕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引育新动能
本报记者 商 瑞

位于厦门生物医药港的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进行核酸提取检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