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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强省建设成势见效——

极 目 楚 天 敢 为 先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1976 年，在武汉邮科院一间简陋的实验

室里拉出了一根长度为 17 米的玻璃细丝，这

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2021 年，在长飞光

纤公司的生产线上，光纤预制棒的尺寸又一

次取得突破，单根拉丝长度从 7000 公里延长

到 10000 公里，技术领跑全球。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创新版图上，一项又

一项关键技术相继取得突破。400G 硅光芯

片、128 层三维闪存芯片、10 万瓦光纤激光

器、百万像素级双色双波段红外探测器⋯⋯

皆为“国之重器”。

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说，近年来，湖北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建

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持

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湖北科技创新综合

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科技创新事业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

能力的提升，为“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

篇”，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提供了

硬核科技支撑。

创新引擎更加强劲

2012 年，湖北经济总量跨越 2 万亿元；

2021 年，突破 5 万亿元大关。这并不是简单

的量的增长，而是在新的起点、更高层次上实

现的增长。

近年来，湖北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出

台“1+4”等科技政策体系，推进产学研协同

创新，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已建和在建 6 个大科学装置，组建

10 个湖北实验室并实体化运行，努力打通从

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这 10 年，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高端

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光

谷 研 制 的 光 纤 光 缆 占 全 国 市 场 份 额 超 过

60%，销量居世界第一位；全球每 3 部智能手

机中，就有 1 部用到黄石生产的印刷电路板

（PCB）⋯⋯荆楚大地上，万亿元级光芯屏端

网产业集群、万亿元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等现

代产业集群加速构建。

千亿元产业集群不断涌现。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迈上 5 万亿元台阶，15 个产业营

业收入超过千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科技

型中小企业数量、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实现

“三个过万”。

这 10 年，创新“因子”发酵裂变。创新

“一子落”，发展“满盘活”。10 年来，湖北科

技创新多项指标实现大幅提升，全社会研发

投入突破千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规上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3.3%增

至 20.63%。

湖北省省长王忠林表示，科教优势是湖

北赖以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压箱家底”，要以

建设区域创新中心为基础支撑，以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湖北实验室、大

科学装置等创新机构、创新平台为关键载体，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以东湖科学城

为核心区域的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进一步

把湖北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人才

优势、发展优势。

如今，湖北已驶入科技创新发展快车道，

创新举措更有力，创新氛围更浓厚，创新势头

更迅猛。武汉用好科技创新中心这个重要平

台，加快建设东湖科学城，打造全国原始创新

策源新高地；高标准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

廊，打造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襄阳、宜昌

省域重要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全省国家

创新型城市达到 5 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县

市和创新型园区加快布局，引领带动区域创

新加快发展。

区域创新协同发力

日前，湖北东湖科学城·大健康和生物技

术产业基地启动建设，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入

驻。这里，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产业集群，建设全球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中心。

在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技创

新大走廊”，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在此集中布

局。2021 年大走廊区域集中开工 82 个重大

项目，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又谋划了 105

个重大项目，目前启动近八成。

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上，武汉国家级人

类遗传资源库已投入运行，助力全省生物药

物研发创新升级。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武汉量子技

术研究院挂牌成立。武汉超算中心启动建

设，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完成二期扩容、算

力达 200P。按照“一核一轴三带多组团”空

间布局，“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集中谋划布

局 40 余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企校联合创新中

心，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已达 770 家，省级

以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超过 260 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 6986 家。

在位于武汉光谷物联港的黄石（武汉）离

岸科创园，不少企业在“招兵买马”，准备扩充

研发和营销队伍。“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黄石，

引才在武汉、用才在黄石”，黄石 200 多家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与武汉相关企业建立稳定

产业链配套。

协同创新，竞相发展。武鄂黄黄咸五市

同部署同推进。武汉东湖高新区与鄂州合作

打造千亿元级光电子产业园，鄂州葛店开发

区近四分之一的企业直接为武汉配套，黄冈

与武汉东湖高新区共建科技产业园，黄石、黄

冈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设立的科创飞地已经建

成投入使用。

数据显示，2021 年，光谷科技创新大走

廊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362 亿元，占全省的

2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3263 亿元，占全省

的 32%，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740 亿元，占全省

的 35%。

创新驱动，武汉是“龙头”。湖北省委常

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表示，将举全市之力

加快推进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不断提升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建成

世界一流东湖科学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加快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带动

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协同创新，

壮大光电子信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中

国光谷”迈向“世界光谷”；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

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2006 年，材料学专业毕业的王翠花成为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的一

员。因在胶粘新材料行业崭露头角，此时的

回天新材已被外资企业“盯上”。“合作可以，

收购不可能！”王翠花清晰记得，面对困境，该

公司董事长章锋的一番话，引起大家的强烈

共鸣。

凭着这股定力和决心，回天新材研发出

高导热灌封胶、导热凝胶等高性能胶粘剂，成

功替代国外产品；新开发的锂电池电芯负极

用胶，首次实现国产胶在锂电池领域的核

心应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回天新材在

与 5 家国际胶粘剂巨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独家中标，改写了中国跨江、跨海桥梁领域长

期被欧美胶粘剂巨头垄断的历史。

围绕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新材

料等重点领域，湖北加快推进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目前，湖

北 已 梳 理 形 成 10 大 领 域 22 个 重 点 方 向 的

117 项国家“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发展关键核

心技术清单，组织实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

术”“重要粮油作物品种培育”“人造血管关键

技术研发”等 6 个科技重大专项和高新、农

业、社发等领域 290 个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艳飞介绍，科技对

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2017

年至 2021 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 5369

家增至 14560 家，增长 171.2%；入选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库 14100 家，跃居全国第 8 位。

“鄂来拍”“鄂来揭”“鄂来投”和“联百校、

转千果”等系列活动让科技成果集聚效应加

快形成。2021 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2100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技术吸纳达

1145 亿元，同比增长 36.84%，提升了企业承

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推动企业产品从价值链

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今年 6 月份，在加快推进武汉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暨湖北省科技创

新大会上，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和国

家智能设计与数控技术创新中心揭牌。目

前，全国共有 16 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湖北

获批 2 家，数量位居全国第 2 位。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一部分，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

科技创新战略基地。”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

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

示，湖北制造产业体系完整，尤其是汽车制

造、航空航天、海洋船舶和高档数控机床、工

业机器人、激光装备等高端制造装备方面优

势突出。面向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两个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两个国家级创新平台落户湖

北，是湖北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机遇。

数据显示，湖北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由全

国第 10 位提高到第 8 位，排名中部第 1 位，进

入全国科技创新水平“第一方阵”。

近日发布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试行）》，鼓励和规范再生水、苦

咸水、矿井疏干水、雨水等非常规

水源开发利用，推动节水减排和

绿色发展。此举受到关注。

水是生命之源。人多水少、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

本国情和水情。水资源短缺等问

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因为缺水，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

开发，极易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

问题。因此，鼓励开发利用非常

规水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可以开源。非常规水

源是指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地表

水、地下水的常规水资源，主要有

雨水、海水、矿井水、苦咸水等。这

些水源的特点是经过处理后可以

再生利用。各种非常规水源的开

发利用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常规水资源，

加速和改善天然水资源的循环过

程，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更大的

效用。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企业对非常规水的率用率在逐步

提高。如矿井疏干水，是在煤矿采

掘中井下涌出的废水，产出量往往

较大，在过去，利用率低，弃水量

大。而现在通过技术处理，可以用

于煤炭的开采、消防、绿化、煤炭洗

选等环节。

另一方面，可以节流。“节水

优先”是破解我国复杂水问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加大对非

常规水源的使用，可以减少地表水、地下水的使用量。仍以

矿井疏干水为例，这部分废水经处理后，可作为生产、生活

和生态用水。在满足企业自身需求后，将剩余部分处理达

标后接入政府综合利用管网，按照水资源总体配置格局，结

合区域需水对象和现状，可以划片区进行利用。此次宁夏

规定，具备利用矿井疏干水条件的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企

业，不得开采和使用其他地表水和地下水，也不得擅自外排

矿井疏干水。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条件差异很大，因地制宜制定

与当地情况相匹配的节水战略和政策尤为重要。用水效率和

节水水平的提高，一靠法律制度的约束，二靠技术标准的规

范。因此，各地应双管齐下，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推动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绿色发展。

重视非常规水源的开发利用

拓兆兵

新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4.9%——

加大精准投资 锻造产业韧性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哈 密 市 是 一 个“ 聚 宝 盆 ”，也 是 新 疆“ 东 大

门”。今年以来，这里外运产品的车辆繁忙依旧，

但产品含金量正在发生悄然变化。7 月末，新疆

众友浦汇科技有限公司新产品下线，装载 33 吨甲

基丙烯酸甲酯的罐装车开往成都。这家公司坐落

于哈密市伊吾县，利用当地煤化工产品生产甲基

丙烯酸甲酯，这种精细化工材料是应用广泛的亚

克力板材等产品的原料，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外运产品含金量的提升，折射出新疆产业之

变。今年上半年，新疆经济高开稳走、稳中有进、

稳定向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79.04 亿元，同比

增长 4.9%，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实现“半年红”目

标的背后，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半年新疆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14.9%。记者在天

山南北采访时了解到，在投资上规模的同时，全区

各地更加注重有效投资、精准投资，通过扩容总

量、做优增量、深挖潜量，锻造产业韧性。

扩容总量

今年一季度，新疆复工开工项目 4467 个，其

中总投资额超过 50 亿元的项目 27 个、10 亿元至

50 亿 元 的 项 目 103 个 ；二 季 度 新 开 工 项 目 2739

个，总投资额达 6000 多亿元；三季度计划新开工

项目 1080 个，总投资额达 3500 多亿元。今年以

来，新疆持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推动续建项目早

建成、竣工项目早达效、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

目早落地，扩容经济总量。

投资额达 4 亿元的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生

产项目，日前落户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

个项目由吉林重通成飞新材料股份公司建设，将

为风电装备龙头企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产品配套服务。新疆金风科技旗下昌吉

金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锋说，该项目为风电

装备产业补链、强链，实现了产业链扩容。

以“天山慧谷、产业新城”为发展定位的昌吉

高新区，培育了装备制造、生物科技、新型材料和

现代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眼下，落户园区的特

变电工智能电缆产业园项目正加紧安装设备。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副总经理马新介

绍，这一项目还将带动化工料、钢材及硅烷料等上

下游供应商、服务商投资、进驻。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疆经济仍实现

了“半年红”，表现出强劲韧性，扩大投资、项目建

设功不可没。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郝俊清介绍，

今年上半年，工业项目、基础设施、民生领域等投

资都得到加强，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力度

不断加大，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1.9%，制造业投资

增长达 38.6%。

强化投资，扩容经济总量，重在激发各类投资

主体积极性。今年以来，新疆持续深化改革，持续

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民间投资通过综合开发模式

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统

计显示，上半年新疆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 13.8%。

做优增量

在扩大投资、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新疆坚持

做优增量，以优质项目调优产业结构、锻造产业韧

性。今年以来，哈密市发挥资源、区位等优势，全

力打造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哈密市发改

委副主任贺鹏说，全市围绕现代煤化工新材料、新

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有链

强链、无链补链，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建设这个项目，将完善哈密钛产业全产业

链，推动哈密在‘十四五’时期打造世界一流的钛

产业基地。”今年 3 月份，一个年产 20 万吨四氯化

钛、精制技改项目、年产 5000 吨高端宽幅钛合金

板材项目在哈密开工。项目建设方为新疆湘晟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肖志海对项目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

紧随其后，由正威国际集团建设的年产 25 万

吨低氧光亮铜杆连铸连轧生产线，在乌鲁木齐经

开区建成投产，填补了新疆铜基新材料空白。正

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表示，铜基新材料

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家具家电制造等领域应

用广泛，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约 200 亿元。

投资看总量，更要看质量。如今，新疆各地更

加重视投资质量，更加看重引进项目能否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引领转型升级。今年年初以来，昌吉

高新区以“增量提质、高点开局”为统揽，积极引进

高、新、智、专、精项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

高新区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71 个，完成到位资金

35.36亿元，有力推动了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

深挖潜量

立足长远发展谋划项目、深挖潜量，孕育未来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是新疆扩大投资、推进项目建

设的重要着眼点。

一个 100 万千瓦绿色能源大基地项目 7 月初

在阜康市开工，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 16.75 亿千

瓦时清洁能源，可节约标煤 51 万吨，将为生产企

业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按照‘旅游名城、产业新城’的发展定位，阜

康市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积极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阜康市委书记赵强告诉记者，阜

康引进实施该项目，对本地加快优势资源转换、促

进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克拉玛依近年来坚持“一主多元”发展思路，

“一主”即以石油石化工业发展为主，“多元”即大

力发展商贸物流、旅游、金融、信息等低能耗产

业。“谋划新兴产业要立足生态优先，深挖发展潜

力。”克拉玛依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克拉玛

依在做强石油化工优势产业的同时，全力推动“非

油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 5 月份开工的克拉玛依高性能新材料生

态产业园项目，由克拉玛依愿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总投资额达 100 亿元。“这个项目就是

落实‘一主多元’发展思路的重点项目，将培育、壮

大碳纤维产业链，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愿景

新材料公司董事长詹昭表示。

今年年初以来，新疆还加快谋划实施一批高

质量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聚焦年度 800

亿元投资目标，全力推进交通项目建设；民航方

面，准东奇台机场、巴音布鲁克机场等开工建设。

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扩大了投资，还瞄准未来，

蓄积了发展新动能。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夏 祎

华工科技加速开发高速率光模块华工科技加速开发高速率光模块，，助力助力

““东数西算东数西算””工程工程。。 俞智君俞智君摄摄

华工科技激光全息实验室内华工科技激光全息实验室内，，工作人工作人

员在查看样本员在查看样本。。 俞智君俞智君摄摄

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实验室内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实验室内，，

工作人员在培育水稻种子工作人员在培育水稻种子。。 东东 高高摄摄

图为武汉光谷未来科图为武汉光谷未来科

技城技城。。 东东 高高摄摄

在新奇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员工在为产品包

装称重。王 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