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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创新是浙江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的最强动力。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8.2%；高端装

备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新技

术 产 业 等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25.7%、

24.2%、21.4%和 22.7%；服务业增加值拉动生

产总值增长6.6个百分点。

浙江经济发展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得益于数字化改革的持续赋能。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浙江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取得明显成效，主要指标全国领先。今年是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开局

之年，浙江省委作出数字化改革的决策部署，

着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插上数字化翅膀。

浙江提出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系，加快

建设“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

高地和创新策源地；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

代产业体系，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突

破口，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重塑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关系，统筹推动

数字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

跃”，这是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总时间表。新开

局，目标已定，成效初显。

今年上半年，经初步核算，浙江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 396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提高到 11.5%，比去年同期提高 1.5 个百

分点。

数字化改革使创新热情日益高涨，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甬江实验室、瓯江实验室相

继揭牌成立，加上此前之江、良渚、西湖、湖畔

4家省级实验室，6家省级实验室实现三大科

创高地全覆盖。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主

平台，全力建设创新策源地，仅 2020 年就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 644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032家。

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数字化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为数字

社会建设提供制度支撑和要素保障。浙江是

平台经济大省，企业数量、经济规模、创新能

力均走在国内前列。为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数字化监管系统“浙江

公平在线”今年 2月份上线，目前已调解网络

消费纠纷 8.2 万件，处置率达 100%。3 月份，

浙江又在全国率先上线“浙食链”，打造“从田

间到餐桌”食品安全监管闭环。4 月份，“浙

江知识产权在线”上线，通过数据共享，开辟

知识产权评估、交易、融资线上专区，实现线

上申请、在线反馈。

数字化改革带来营商环境改

善，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近

期，浙江减负降本数字化应用平台上线，向

264.9 万家企业开放，经营者可以登录“浙里

办”企业码减负降本专区，查看可享受的减负

降本政策和相应金额，在手机端就能随时查

看企业“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今年上

半年，浙江共为企业减负约 1298 亿元，已经

在“浙里办”企业码上线的政策汇总减负金额

超 1076亿元，惠及企业约 1887万家次。预计

到今年底，平台将上线 40 条左右减负政策，

力争全年为企业减负2500亿元。

多领域全方位转型

数字化改革撬动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

转型。在德清县，当地把 58 个部门 282 类基

础数据全部归集到“数字乡村一张图”上，连

接 137个行政村的视频监控、污水监测、智能

井盖、智能灯杆等感知设备，形成三维实景

图，实现全域“智治”。在地质灾害多发的浙

西山区临安，一张防控自然灾害风险的“智治

网”越织越密，水利、气象、国土、应急等部门

数据汇聚在一个平台上，通过多部门海量数

据相互交叉印证，精准识别研判灾害风险，为

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按照浙江数字化改革“路线图”，到今年

底，全省数字社会系

统架构基本成型，率先形成 3 个跨部门多业

务协同应用，初步建立数字社会系统理论体

系和制度体系；到 2022 年底，全面提升 12 个

社会事业领域数字化改革水平，各设区市城

市大脑支撑数字社会服务模式基本完善，形

成6个以上跨部门多业务系统应用。

今年，浙江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出台实

施。浙江数字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态

势，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浙江

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重大增长点。

社区来了新帮手。自今年 5月

份以来，辽宁省沈阳市全面推行人

民设计师制度，由各区政府选聘具

有一定专业能力和资质的社区设计

师，为街道提供规划、建设、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今年

底，将对优秀的、取得显著成绩的社

区设计师授予“人民设计师”称号。

目前，该制度已在当地有序铺开。

沈阳市的这一举措对于充分发

挥社会专业力量，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特别是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服务品

质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城市建设

与精细化管理而言，应充分用好各

领域的社会专业力量，使其发挥好

“金刚钻”作用。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例，这是一

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其结果以群众

满意与否为标准。老旧小区改造需

要协调多方利益，也涉及多个方面，

并不只是换几块砖、铺一段路、刷一

面墙这类看似简单的工序，还涉及

加装电梯、绿化设计、停车和健身等

功能区域的增加或调整……而要做

好这些工作，赢得大多数群众的满

意，从设计到施工都应有社会专业

力量的参与。在以往的老旧小区改

造中，许多设计方案由政府确定改

造项目，如果前期沟通或方案设计

不专业不到位，就容易出现设计方

案与小区居民需求脱节问题，甚至

事倍功半，群众牢骚不断。

沈阳市选聘社区设计师的职

责，就包括设计前期沉入小区面对面倾听居民需求，多层次

全方位沟通，不断完善设计方案，直到与绝大多数居民达成

一致后再施工改造，且全程参与。这一制度已在当地老旧

小区改造等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对城市建设

与精细化管理也提出了新要求。对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及各个环节，广大市民今后的期望会更多、标准会更高。因

此，城市管理者需创新机制，吸引各种社会专业力量广泛参

与，让手握“金刚钻”的人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同时，城市管

理者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做好督促考

核，使各方面能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同把“瓷器活”干

好，避免把群众对生活的“讲究”降为“将就”，真正让绝大多

数群众满意。

数字经济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浙江数字化改革打开发展新空间
本报记者 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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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重庆到川渝高竹新区办企业，这边给

予大力支持，可以说是我们扩大生产规模的‘及时

雨’。”四川瑞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主任谢香

祥说，该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汽车工业设计类企

业，主要从事概念车、模型车研发。过去四川广安

到重庆交通不便，现在开车到重庆渝北区茨竹镇

只要 20 分钟，待重庆南北大道北延段通车，从川

渝高新区到重庆主城区仅需半个小时车程。公司

搬到川渝高竹新区后，实现了稳步发展。

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聚集，如今的成

渝地区正加速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高地、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

以产兴城 以城促产

在川渝高竹新区胡家梁子观景平台上有一

座石牌坊，一面写着“重庆”，另一面写着“四

川”。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川渝高竹新区位于两

省市交界处。“如果创业者在新区办一家企业，既

可以按照四川的政策申报，也可以按照重庆的政

策申报。”川渝高竹新区筹委会党群工作中心主

任李佳说。

2020年 12月，重庆市、四川省共同印发《关于

同意设立川渝高竹新区的批复》，正式设立川渝高

竹新区，这是目前我国唯一跨省域共建的新区。

“广安有 4 个县（市）与重庆毗邻，50%的工业

企业为重庆企业配套，80%以上的装备制造企业

与重庆企业协同合作。”李佳说，广安与重庆原本

在产业方面就有着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川渝高

竹新区的设立有利于打开成渝中部地区发展

空间。

先天的地缘优势让广安、重庆两地的产业联

系愈发紧密。通过创新跨区域规划管理、项目审

批、市场监管等经济管理模式，川渝高竹新区探索

出一条跨省域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今年 1月至

5月，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亿元，累计培育规

模以上企业33家。

城市成为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的基

础，产业则成为驱动城市更新的有力保障。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特斯联科技集团，形

态各异的机器人让人有步入“未来城市”的感觉。

新奇有趣的还有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里的特斯

联AI PARK展示中心。特斯联科技集团高级品

牌经理周末告诉记者，AI PARK 正致力于打造

国内首个由机器人提供一站式自动化服务、首批

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全生命周期监测碳排放

的生态园区之一。

尽管 2020 年 9 月份才开建，但今年西部（重

庆）科学城借助创新驱动这个“动力源”，科技型企

业数量有望超1000家。

2021 年，川渝两地滚动安排合作共建重大项

目 67 个。截至 6 月底，已开工 58 个，完成年度投

资414.6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537.9亿元。

产业聚人 增添动力

2020 年 4 月，四川与重庆签署人才协同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提出建立区域一体化人才评价制

度，出台人才公共服务共享机制等一系列政策举

措，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牙谷”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高新区，这里

正加速打造成为“产学研销医养”全产业链口腔基

地。资阳是四川唯一一座直线连接成渝“双核”的

城市，是西迎成都、东接重庆的“双门户”。

“随着成都‘东进’、重庆‘西拓’步伐不断加

快，牙谷汇聚了多项政策红利，在吸引人才的同时

也输出人才。”资阳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丁轶介

绍，“中国牙谷”引进了科研领军、创业领军、金融

领军等高端人才 300余人。由基地打造的全国唯

一口腔职业院校——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已于

2019年秋季开学。

截至目前，“中国牙谷”累计签约引进企业 77

家，2020年实现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18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联盟”“川渝

电子信息产业联盟”……8 个联盟汇聚了川渝 20

余所高校、33家科研院所和领军企业、700余名行

业专家，人才成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创新生

态社区发展的动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像人才“蓄水池”，既

能吸引人才，还能留住人才。

人城竞业 和谐共融

从曾经的“产—城—人”到现在的“人—城—

产”，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人”被放在了越

来越重要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产城脱

节的单一生产型园区越来越少，集研发、生产、居

住、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型社区越来越多。如今，

公共服务共享已经在川渝两地实现多点突破，6

个方面16条便民政策举措正在加快实施。

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是全球最大的城市

森林公园，是成都市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重

大生态工程之一。“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将有效承担和融合生态保护、休闲

旅游、体育健身等功能，高标准、高起点打造世界

级品质的城市绿心和市民休闲游憩的乐园。”成都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副主任王敏说。

漫步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畔，湖光

山色风景宜人，一条长达 9 公里的环湖步道已建

成。通过强化产业、人才、生活、生态“四个协同”，

园区建成 5 个公园和 10 余处社区级绿地，区内

90%的区域可以通过公交、步行实现绿色出行。

当产业园区里不再只有冰冷的厂房，还有温

馨的咖啡厅、满眼的绿植、幽静的小道点缀其中；

当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混凝土，而是被一条条公园

绿道、一个个运动中心、一家家农业观光园穿插环

绕，宜居品质生活的底座就渐渐构建起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昔日“产—城—人”到如今“人—城—产”——

“双城记”越唱越精彩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版编辑 张 虎 祝 伟 美 编 倪梦婷

图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创新生态社区内的全自动化生产车间。 苏成洪摄

图图①①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七彩未来社区的居民健康数字化管理平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七彩未来社区的居民健康数字化管理平台。。

图图②② 工作人员在杭州市萧山智慧城市指挥中心进行动态监测工作人员在杭州市萧山智慧城市指挥中心进行动态监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耿馨宁耿馨宁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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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万亩盐田进入秋季扒盐作业期

8月 18日，盐业工人在江苏连云港市工业投资公司盐田里进行扒盐作业。近日，连云港市

万亩盐田进入秋季扒盐作业期，工人们加紧进行秋盐采收和堆放。 王 春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