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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建设双创示范

基地，有力推动了创新资源集聚，创业

活力提升。双创示范基地的平台能力

显著增强，个体创业创新潜能得到充

分释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双创大

环境正在加快形成。

不过，个别双创示范基地建设过

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双创政

策不少，但创业创新者的获得感并不

强，资金、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问题

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型企业和科研院

所的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示范基

地内、示范基地之间的创业创新资源

共享与合作不足，开放式创业创新体

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笔者认为，双创示范基地要立足

新发展阶段，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真

正发挥示范作用。

一要放眼全球，顺应时代潮流。

双创示范基地不能把眼光仅限于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放眼全球，从

顺应科技革命潮流的高度，思考大众

创业的新方向、科技创新的新领域、产

业布局的新规划，紧盯国际国内科技

前沿，主动与高标准对标对表。要推

动更多大企业开放创新链、供应链，引

导更多双创企业做好配套研发、配套

生产，“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共同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二要创新为本，培育发展新动

能。双创示范基地底色是创新。要通

过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

式的创业创新服务，为小微企业和初

创企业提供支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要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更好发

挥双创示范基地对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带动作用，推动创

业创新向纵深发展，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以新

动能支撑保就业保市场主体。

三要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双创示

范基地实现了较快发展，积累了诸多好的经验做法，要增强示范

功能和带动效应，为更多地区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经

验。通过共享创业创新资源，加快构建开放式创业创新体系，带

动更多地区实现新的发展。

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名单，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通过不断推进建设，相信双创示范基地必将成

为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融通创新的引领标杆、精益创业的集聚

平台、全球化创业的重点节点、全面创新改革的示范样本，推动

我国创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日前，我国自营勘探开发的首个 1500

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正式投产。而

为“蓝鲸 1 号”“蓝鲸 2 号”及这又一“大国重

器”提供船体模块建造以及大合龙服务的，

正是位于山东烟台的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

拥有绵长海岸线、两倍于陆地面积“蔚

蓝国土”的烟台，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

空间在海洋，最大的动能也在海洋。近年

来，烟台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

地，以创新思维破解海洋产业发展瓶颈，正

不断提升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

挺进深海

夏日的烟台芝罘湾畔，碧海映空，在中

集来福士烟台基地V字形码头，能轻松抓举

起2万吨重物的“泰山吊”格外醒目。

历经多年探索，中集来福士在深水油

气平台设计建造领域建立起了属于中国人

的“海工自信”。“我们在深海工程领域有

两个‘芯片级’能力。”中集来福士党委书

记、总裁王建中介绍：“一是已成功具备总

装设计集成能力，二是核心设备的设计建

造能力，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目标。”近年

来，中集来福士在保持了传统海工领域优

势的基础上，围绕鱼类工业化养殖，研发

建造出海洋牧场平台、深海养殖工船、深

水智能网箱、海珍品网箱等一系列深远海

养殖装备。此外，他们还开发出海洋物联

网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汇总衍生出海洋

文旅、海洋金融等新业态，形成包含一二

三产的完整产业链条。

眼下，海工装备制造业已成为烟台最具

活力的增长领域之一，烟台船舶及海工装备

基地成为全球四大深水半潜式平台建造基

地之一、全国五大海洋工程装备建造基地之

一，国内交付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80%在烟台

制造。一批骨干企业在国内同行业居领先

地位。

为加速海洋经济向高端化、规模化、

集约化方向发展，烟台市大力发展海洋高

新技术，近年来海洋领域共组织实施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 64 项，支持资金 5610 万元，

不断增强现代种业、海工装备等优势产业

核心竞争力，提升海洋渔业等传统产业科

技水平。

耕海牧渔

曾经披风盖浪、摇橹撒网的海洋渔业，

如今在烟台开启了新模式。6 月 2 日，亚洲

最大的量产型深海智能网箱“经海 001 号”

在长岛海洋生态文明试验区南隍城乡海域

“安家”。通过自动投喂、水下监测、水下洗

网等设备，实现网箱平台养殖的自动化与智

能化，填补了我国在 30 米水深养殖水域坐

底式网箱养殖的空白。在“国鲍一号”养殖

平台，南隍城乡党委书记、乡长刘国明为记

者算了一笔账：“这个 1200多平方米的养殖

平台，相当于过去上万亩海域的鲍鱼产量。

这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还节省了大量海

域，综合效益提升了10多倍。”

位于烟台市莱山区四十里湾的“耕海

一号”海洋牧场平台，迎来了一拨又一拨

游客。“与传统的海洋牧场相比，我们拉长

海洋牧场产业链条，在提升一产价值的同

时，丰富三产元素。”山东耕海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耕海一

号”等海洋牧场平台，烟台市将水产养

殖、精深加工与旅游、文化、康养等深度

融合，加快海洋渔业由单一产业向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转变。

近年来，烟台市积极引入资金雄厚、运

营规范的大企业、大集团，投资海洋牧场建

设。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实施“百箱

计划”，100个深海大网箱建成后，烟台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海洋渔业规模化养殖基地。

截至去年底，烟台市累计投入海洋牧场专项

建设资金 10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100 亿元，

现有省级以上海洋牧场 37 处，其中国家级

17处，海洋牧场总面积达到120万亩。

生态护海

碧海蓝天、绿环翠绕，良好的生态是长

岛最宝贵、最核心的资源。近年来，长岛将

生态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山水林

海城”整体谋划、一体推进。

长岛完成所有10个居民岛31万平方米

裸露山体治理，完成植树造林 1000亩、退化

林改造 4200 亩，绿化面积由 2017 年的 45 万

平方米增加到69万平方米。

长岛拆除岸线育保苗场 86 万平方米，

整治修复岸线 89 公里，自然

岸线和旅游岸线占比由

38%提升到 85%，昔

日拥挤不堪、排污

入海的育保苗厂

被 全 部 拆 除 ，取

而代之的是整修

一新的海滨慢道

和亲水岸滩。

2019年，长岛

被命名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眼下，长岛正全力争创国家级生

态文明试验区和首个海洋类国家

公园，打造绿水青山海岛样板。

“山青、林茂、海蓝、岸美、滩净、

城靓”的长岛，是烟台市持续推进海

洋生态保护的缩影。“十四五”期间，烟

台将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使海洋

产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

“这几年，来宁夏吴忠吃早茶已成为很时尚

的事儿。”甘肃天水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一

家周末自驾来银川沙湖旅游，为了品尝这里的

早茶，全家特意在吴忠住了一晚。

为了品尝吴忠早茶专门住了一晚。“近几年

这样的游客越来越多！”吴忠市委宣传部部长高

建博说，为打造“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品牌，近

几年吴忠把餐饮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发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全市共 41道菜品被评为

“中国名菜”，12 道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吴忠

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美食城”。

烩小吃、羊杂碎、羊羔肉……几位来自西安

的游客在早茶店品尝过美味之后称赞：“真不

错！”吴忠美食何以备受青睐？吴忠市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罗刚给出答案：“这得益于黄河古渠灌

溉之便利，土地富硒，土壤偏碱，农牧产品品质

上乘。再加上吴忠餐饮煮、炖、烧、烩等特色烹

饪技法的历史传承，无论名点还是小吃，肉不膻

不腻，味道鲜美，令人垂涎欲滴。”

餐饮业能否成为西北小城的支柱产业，能

否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吴忠市商务和投资

促进局局长冯茂璋回答了这个问题。

“吃在吴忠”吃在环境好。首先是抓扶持。

吴忠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先后举办了 4届“中国

小吃文化节”、4届“中国（宁夏）美食文化节”，承

办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专区比赛，对评

选出的一批名街、名店、名厨师、名菜用以奖代

补的形式给予奖励和扶持，三年累计投资数百

万元。其次是抓监管。出台《吴忠市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从制度建设、人员管理、加

工操作、清洗消毒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再次

是抓建设。近年来，吴忠市坚持统筹谋划、持续

推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一核多点（以

利通区为核心，各县区为节点）”的餐饮产业发展布局，集中打造了“二区三

街四广场”等特色街区，培育了一批中华餐饮名店，着力构建美景美食、名

街名店的“旅游+餐饮”融合发展格局。

由于坚持实施科学规划，目前吴忠市已形成了多元化餐饮新业态。

在城区北部，形成了以光耀美食街为中心的早茶、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展

示展销、非遗文化展示等业态；在城区南部，崛起了以牛家坊现代服务业

聚集区为中心的乡土餐饮、果蔬采摘基地、南环水系游玩等业态；在城区

中部，建起了以中华美食街、利通食府为中心的快餐和特色面食、烧烤、茶

艺、文化娱乐等业态。

截至目前，吴忠市注册餐饮经营企业 6000 余家，特色餐饮占

75%，大小早茶店 300多家。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市住宿餐饮业

增加值有所回落，今年第一季度实现同比增长 54.7%的好成绩。吴忠市

通过打造美食街区，构建独具特色的“餐饮矩阵”集群，使得“吃在吴

忠”不仅成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也为宁夏育先机开新局

增加了一道亮色。

站在高处远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天骄绿能 5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

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区里，一排排

安装不久的太阳能光伏板在阳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光伏矩阵周边新种下的小树苗

生机盎然。走进厂区体验，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风机叶

片生产线上，工人们在各个生产环节紧张

忙碌着，干得热火朝天……一段时间以

来，不管是新项目建设还是老项目运营，

在鄂尔多斯市，记者均能感受到当地现代

能源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鄂尔多斯能源资源富集，可供开发的

太阳能、风能均在千万千瓦以上，是我国

重要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煤电基地和现

代煤化工基地。

圣圆能源集团伊政新能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伟介绍，伊金霍洛旗天骄绿能

50 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

示范项目拟在生态修复治理采煤沉陷区

的基础上，将光伏组件采取支架加高布置

于地面上方，下层用于农林业种植、水产

养殖，上层用于太阳能发电，配套发展农

业观光、特色果蔬等产业，将采煤沉陷区

转变为“智能光伏田园综合体”。

“这里原来是采煤沉陷区，自然条件

十分恶劣。”刘伟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该项

目，在修复生态的同时，发展新能源产业、

生态农业，将这里改造成绿色、经济的生

态家园。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计划今年 6

月底实现并网发电，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10亿千瓦时。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蒙西分公司第一批工作人员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进驻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园区。“鄂

尔多斯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周边风

机叶片需求量大，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

大。”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蒙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唐革新说。

“去年我们生产了 1008套风机叶片，

产值约 26亿元。今年订单情况也比较理

想。”唐革新介绍，除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风力发电整

机生产项目已在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园区

内下线投产之外，部分生产风力发电主机

的公司客户也有意向前来投资发展。

数据显示，2020 年鄂尔多斯市可再

生能源装机313万千瓦，较上年增加12万

千瓦。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市煤炭产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同样稳健有力。国能神东煤

炭集团布尔台煤矿机电办智能化工作组

组长廖志伟告诉记者，如今的布尔台煤矿

不仅实现了机械化、信息化，而且日趋智

能化。去年建成的综采板块初级智能化

工作面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安全生产水

平和工作效率等方面已初见成效。“我们

计划投资 2.97 亿元，推进 88 项智能化项

目，争取用两年时间将布尔台煤矿建设成

为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智能化煤矿。目前

这些智能化项目已经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廖志伟说。

据介绍，目前在鄂尔多斯市已有 23

座井工煤矿建成智能化工作面。2020

年，全市完成超低排放机组改造 155.5 万

千瓦，完成节能改造机组 182 万千瓦，淘

汰关停落后燃煤机组4.2万千瓦。

记者从鄂尔多斯市能源局了解到，下

一阶段，鄂尔多斯市将以建设国家现代能

源经济示范城市为契机，坚持煤电油气风

光氢储并举，加快智能化煤矿和智能电网

建设进程，积极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

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推

广燃煤机组超低排放、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氢能及燃料电池等先进技术应用，推

行多种能源综合开发，推动绿色低碳能源

发展，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

增速“双下降”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和清洁能源区外输送比重“双增长”、能源

结构和电源结构“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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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沉陷区”变成绿色低碳生态区
本报记者 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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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深耕“蔚蓝国土”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 仁

7 月 10 日，游客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禹谟镇泡木湾酱醋

基地参观。禹谟镇是传统酱醋生产大镇。今年以来，禹谟镇将

酱醋产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一体推进，把泡木湾酱醋基地打造

成国家3A级景区，有效拓宽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路。

韩贤普摄（新华社发）

传统产业助乡村振兴

中集来福士建造的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坐底式网箱中集来福士建造的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坐底式网箱““长鲸一号长鲸一号””。。 樊樊 博博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张 虎 祝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