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10
ECONOMIC DAILY

区 域

日前，广州开发区60个项目竣工投试产，36个项目集中签约——

“两个千亿元”决胜“十三五”收官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钟飞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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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广州诺诚健华药品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竣工。 李剑锋摄（中经视觉）

12月28日，广州开发区举办决胜“十三
五”收官战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竣工投试产
活动。该区60个重大项目竣工、投试产，预
计达产产值、营业收入约1173亿元；以生物
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为主的36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约1164亿元。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用超常规动作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已成功举行7次项目
集中动工、投试产活动，总投资超6000亿元，
确保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为“十四五”开
好局打下坚实基础。

项目投试产多点开花

在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活动会场，亿
航载人级自动驾驶飞行器徐徐升空，广州开
发区60个项目集中宣告竣工、投试产，科技
感十足。

广州诺诚健华药品生产基地、5G通信射
频前端声表面滤波器等院士项目，以及中国
电信创新孵化（南方）基地、玛斯特高端智能
装备、卡斯马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世界500强
项目成为当日集中投试产的主角。实体产业
项目聚焦科技创新领域，涵盖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精尖”项目，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诺诚健华药品生产基地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施一公与新药研发及转化医学领域专家崔
霁松联合创办，专注于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
性疾病治疗领域的一类新药研制。据悉，诺
诚健华目前已有10余个候选药物处于不同
研究阶段，研发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于
12月25日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新药上市，
将在广州生产基地进行生产。

历经一年快马加鞭建设，由中科院广东
粤港澳大湾区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主导的

“中国纳米谷”也揭开了神秘面纱。
当天，“中国纳米谷”的重磅项目——5G

通信射频前端声表面滤波器试投产。该项目
总投资约4.5亿元，拥有滤波器自主知识产
权，将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5G通
信射频前端声表面滤波器研发平台，打造全
产业链条产业园区，助力解决5G通信射频
前端的关键技术问题。

做好产业配套服务，已成为广州开发区

服务产业项目落地的常态化举措。当天，该
区多个重点产业配套和商业总部项目迎来投
产热潮。

产业投资势头不减

12月28日，36个项目集中签约，广州开
发区新一代信息产业军团进一步壮大，第三
代半导体创新中心、视源股份、丰桔出行等多
个重点项目签约落户。

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跃领衔的广州第三代
半导体创新中心项目，将以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支撑重大科技和产业化突破为目标，建设
设计、加工、测试分析三大公共服务平台，以
及专利技术池、对外合作平台、创新公司孵化
器三大产业化平台。

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计划
投资约20亿元，将建设智能主控板卡及交互
智能整机等产品的智能化示范生产线，主要
从事显控产品中试研究、电子显示新材料及

新工艺研发及生产等。
此外，中安网脉、微位科技、衍芯半导体、

天予科技四大密码技术项目在活动现场集中
签约落户，将为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锻造核
心技术和基础支撑。

作为发展生物医药的前沿阵地，广州开
发区还吸引了包括康方生物、必贝特、恒诺
康、众生睿创生物科技等一批项目在活动当
天加入该区生物医药的“朋友圈”。

民生领域结出硕果

作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广州开发
区在推动产业集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增
大民生投入。活动当天，一系列教育、医疗、
交通配套项目建成竣工或投入运营。

中大肿瘤医院、泰和肿瘤医院以及恒健
质子医疗装置示范工程等同步宣告竣工。这
些医疗服务项目将以先进的质子束肿瘤治疗
技术和设备为中心，结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多年的科研管理经验，为广大患者提供
优质、高端、先进的医疗服务。

历时两年多建设，黄埔区首条有轨电车
1号线全线开通运营，全长约14.4公里，共设
站点19座，高效串联了永和、长岭居、长平、
水西和黄埔政务中心片区，快速接驳多条地
铁线路，打造“地铁+有轨电车”轨道交通。

伴随有轨电车1号线“到黄埔去”主题专
列发车，一架智能自动驾驶飞行器也同步起
飞，完成了从开发区图书馆到科学城展厅广
场段5.6公里的航线飞行，拉开了开发区布
局城市智慧交通的新帷幕。以智能自动驾驶
飞行器在交通领域应用为切入点，广州开发
区交投集团与广州亿航将围绕城市空中交通
领域载人级自动驾驶飞行器、智能指挥调度
中心、智慧空中物流、空中应急救援等应用合
作，打造智慧空中交通。

截至11月底，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财政投
入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民生类基建资金达
40.82亿元，同比增加7.06亿元。

临近年底，大连出口加工区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在大连海尔集
团工业园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紧
张地忙碌着……

“我们现在生产的冰箱供不应
求，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大连海
尔电冰箱有限公司订单生产负责人
郑桐说。2017 年以前，大连海尔电
冰箱有限公司原有出口产品市场发展
持续放缓，面临停产困境。就在这个
关键时刻，海关部门出台的“委内加
工”政策在大连开始复制推广，此
举如及时雨般为大连海尔冰箱注入
新活力。

“通俗点讲，‘委内加工’进口商
品‘合格保证+验证+质量追溯’监管
新模式实施后，海关部门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生产的‘委内加工’产品不再
实施抽样检验和检查，充分为企业减
负；同时依托‘委内加工’产品来源
可溯、去向可查的特点，开展质量追
溯，形成闭环监管，确保监管不缺
位，坚决维护消费者权益。”金普海关
副关长马全宇说。

打通“委内加工”业务流程后，
大连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获得大量国
内市场订单。巨大的国内市场推动企
业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企业乘势而
上，引入欧洲的高端立式柜、意式冰
箱等生产线。新产品让国内消费者体
验到新型冰箱产品的同时，生产规模
的扩大又使得产品生产成本降低，提
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借助‘委内
加工’政策，我们的销路也不断开
拓，比如2019年我们生产各类冰箱冷
柜产品 60 万台，产值增加了好几
倍。”郑桐说。

“委内加工”政策强力助推企业实
现生产“逆势上扬”，但按照现行的监
管模式，“委内加工”产品出区同样需
要抽样检测。检测实验合格后，产品
才能出区销售。随着产量提升，抽样
成本随之增加。特别是今年，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商订单增加，交
货期压力更大，一旦逾期可能遭受退
款甚至投诉。相关情况反馈到海关部
门后，大连海关所属金普海关第一时
间组织业务攻坚团队，推出了新的监

管模式。
依托特殊监管区域以及综保区优

惠政策，金普海关首发创新和复制推
广了一批优惠政策。他们在全国首创

“委内加工”进口商品“合格保证+验
证+质量追溯”监管新模式。据了
解，该模式在企业接受ISO质量体系
框架监督管理基础上，对其“委内加
工”产品采取“合格保证”的评定方
式，认可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性
声明和检测报告。在海关查验中，海
关人员审核单据并要求企业提供对应
的型式试验报告。材料齐全直接放
行，不再进行抽样检测。产品出区查
验时，海关人员将按照要求对产品强
制性认证有效性进行验证，核查3C证
书与标识。

新模式实施后，大连海尔电冰箱
有限公司预计全年可节约样品直接成
本100万元左右。同时，现在的产品
能够随到随验、随验随走，全年减少
通关等待时间480小时左右，安排订
单生产计划更加从容，为及时交货抢
占市场提供了有效保障。

近日，位于河北唐山市丰
南区的迪信通智能5G产业园
项目开工现场，处处是一派繁
忙景象。这个占地287亩、总
投资27亿元的项目，主要用于
建设智能机器人、智能通信设
备、智能医疗设备和5G应用
设备4个工厂。全部项目建成
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88亿元。

迪信通项目的开工建设，
是丰南推进转型升级、加快新
兴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缩
影。近年来，丰南区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坚决
去、主动调、加快转”的思路，推
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融合化。

得益于钢铁产业快速发
展，丰南曾多次荣登河北“十
强”之首、跻身全国百强县（市）
行列。但传统钢铁产业产能过
剩、效益低下及粗放式发展带
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
出。为此，丰南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和过剩产能，坚定不移地
推动转型升级，走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6年以来，全区淘汰炼
钢产能580多万吨、炼铁产能
1100万吨，钢铁产业“退城搬
迁”全面完成。同时，全区还深
入开展了焦化、水泥等重点行
业深度治理，动态清零“散乱
污”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
唐山限值要求。

丰南区认为，淘汰落后产能，并不意味着不要传统产
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一大关键是“有中生新”，打造传统
产业“升级版”。今年以来，丰南全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方面实施了瑞丰、东华减量置换等技改升级项目61个，实
施京津冷轧、东方雨虹二期、凯伦防水卷材等项目56个。
截至目前，全区精品钢铁及深加工、精品陶瓷、精细化工、
高端装备制造“四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11家，
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90%以上，其中
钢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高到30%以上，煤化工终端产
品已达56种。

丰南区依托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新材料、节
能环保等主导产业，积极培育生物医药、现代应急装备、信
息技术等。此外，该区还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
代物流、信息服务、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构建新技术支
撑、新业态引领、新模式广泛应用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今年1月至11月，丰南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9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91%，多项经济指标名
列全省前列。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通讯员徐
超报道：近日，浙江宁波大宗货物海
铁联运物流枢纽港开发有限公司LCP
薄膜制备项目签订中介协议。从匹配
中介机构到协议落地，全过程仅用时
15天，这也为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如期
完成项目年度预期争取到了时间。该
项目负责人张宇明说：“如果没有‘掌
上中介’，我们可能现在还在找第三
方，而项目一旦拖到明年会对企业造
成不小的损失。”

据了解，在投资项目审批环节
中，中介环节占审批流程 70%的时
间，是投资项目审批慢、落地难的主
要原因。为破解这一难题，宁波镇海

区应需而动推出“掌上中介”体系，
打造线上“中介超市”，为企业寻求中
介服务提供“一站式”“一键式”的下
单服务。

目前，该“中介超市”已有920
家中介机构入驻。为方便企业比对，

“掌上中介”还从处理速度、价格、服
务、技术、诚信5个方面对中介机构
进行评价，促使企业需求与中介服务
匹配度提高30%。“原先‘掌上中介’
通过镇海区政务办的易政通微信公众
号建设。为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群
体，同时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
和可靠性，‘掌上中介’将迁建至‘浙
里办’镇海平台，目前相关工作已启

动，预计明年1月初在新平台上线。”
镇海区政务办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镇海区“掌上中介”通过合
理分类、超前服务、集成评估等机制，避
免了重复收取材料、重复现场踏勘和重
复审查评估，中介服务大幅提速，实现
了企业成本更低廉、项目落地更高效、
中介市场更健康的三方共赢。

截至今年11月，镇海“掌上中介”
模式已应用于247个投资项目、167个
招投标环节，业主满意度达97%，审批
环节压缩30%左右的时间，审批（备案）
一次性通过率大幅提高，收费比市场均
价降低5%以上，项目累计节省开工前
成本达1000余万元。

宁波镇海区“掌上中介”助项目加速落地

大连出口加工区“委内加工”帮企业拓市场——

释放政策效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本报记者 苏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