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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凿空”之
旅，走出了一条连通欧亚、传递和平、播撒繁荣的丝绸
之路。作为丝路起点的古长安，各国使节、商团、学者
纷至沓来，成为声威远播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不沿边、不靠海
的陕西正在进入开发开放的前沿。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西部地区迎来
了全新的对外开放契机。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基础设施
建设，西部地区日渐发达的公路、铁路网络为加快开放
提供了必要的交通支撑，而不断加密的空中航线，也为
西部地区打开了立体化的开放空间。西安作为我国大陆
的几何中心，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提升“向东”开放水
准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
由对外开放的“后方”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形成全方
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作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极，汇聚商流、物流、资金
流和信息流的航空物流业近来备受瞩目。西安作为中国
腹地中心城市，到全国边境城市平均距离最短，发展现
代物流潜力巨大。作为国内八大机场之一的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1小时航程可覆盖我国中西部主要城市，2小时
航程可覆盖全国 70%的领土和 85%的经济资源，3小时航
程能覆盖所有省会和重要城市。随着中国 （陕西） 自贸
试验区的设立，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改善和“一带一
路”倡议的稳步推进，陕西“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和

“临空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5月18日，海航现代物流集团在陕西西安举行成立大

会，标志着海航集团现代物流板块正式落户陕西大地。
据了解，海航集团一直致力于推动商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的融合与发展。其中，现代物流是海航现代
物流集团的专注领域和发展重点，旗下集聚了“航空货
运”、“机场管理”、“仓储物流”、“物流金融”和“智慧
物流”五大业态，共40余家成员公司，总资产超过2000
亿元，将为打造“一带一路”航空物流枢纽，建设中国

“孟菲斯”发挥重要作用。

打造航空物流网络点对点连通全球

对于航空运输业来说，航线就是一切的基础。海航
现代物流充分把握重要节点，大力开辟国际航线，为高
价值产业在内陆地区发展打通物流瓶颈。4月13日，海航

现代物流开通西安—阿姆斯特丹航线，为西安和欧洲架
起了货运空中桥梁。8月28日，西安—德国哈恩货运航线
开通，进一步拓宽了中欧货运航线网络，扩大中国货运
市场在德国及东欧地区的辐射范围，促进西安和欧洲各
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货物往来。

短短几个月来，西安—阿姆斯特丹、西安—芝加
哥、西安—哈恩三条洲际货运航线连续开通，货运量超
过5000吨，70%为吸引中国内陆外地货源在西安中转；海
航现代物流在西安的腹舱货运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国际

进出港货物由 600 吨激增至 3600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500%；整体货量占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总量的 26%以上，
成为了西安航空货运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达全球、智能
周转、空地一体、智慧贯通、四流融合的高价值航空货
运网络正在加速形成。

未 来 ， 海 航 将 以 西 安 为 全 球 货 运 航 网 中 心 枢 纽
点，打造全球主要骨干航线，将洲际通路进一步扩
张，并于年内开通至美国迈阿密、洛杉矶，东至德国
法兰克福，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等航线；开拓各区
域航空货运支线网络，满足首尔、迪拜、伊斯坦布
尔、曼谷等货运需求的当日送达。快速提升“充沛航
空运力、全球规模网络、临空多式联运、智慧云仓”
四大关键要素。

拓展国际合作新领域

9月12日，海航集团接收德国法兰克福哈恩机场 （以
下简称“哈恩机场”） 交割仪式在哈恩机场Gross大楼举
行。在当天的活动仪式上双方不仅签署了哈恩机场交割
文件，海航现代物流集团还与德国莱法州共同签署了框
架合作协议。

哈恩机场位于德国莱法州，距离法兰
克福 125 公里，是德国政府重要的基础设
施类项目，也是德国重要的货运机场之
一。哈恩机场项目的落地，为海航现代物
流在德国甚至欧洲打造智慧物流网络提供
了重要的支点。海航现代物流将继续响应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整合集团航空、
机场、旅游、金融、物流、租赁等产业，
把哈恩机场打造成为“欧洲孟菲斯”，在
为哈恩机场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为中德
两国间的互联互通、相互发展打造良好的
共享发展平台。

除此之外，海航现
代物流也非常重视在国
内 重 要 节 点 城 市 的 布
局，最近与成都高新区
签约，拟在邻近成都新
机场的成都高新东区建
设现代物流西南区域总

部、空港产业城，开展航空货运、机场
建设及地面服务和物流金融服务合作等
项目，打造集现代物流基地和航空货运
基地、航空产业中心和产业配套服务为
一体的空港产业生态城示范区。

通过在国际国内各重要节点城市
打造“孟菲斯”式的产业平台，海航
现代物流将形成覆盖全球的航空物流
网络和高端产业平台。

迈向物流4.0时代实践空中丝路新理念

目前，全球物流枢纽正由提供单一货运服务加速向
整合供应链和数字服务方面转型。未来，物流枢纽应成
为“实体物流+数字服务”中心。物流行业颠覆式变革的
浪潮，正在将物流行业推向4.0时代。

海航现代物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伟亮认为，1.0版货
运公司、2.0版仓储、3.0版金融服务，加上4.0版的线上线下智
慧物流，能够形成完整的物流产业链条，这是“现代物流”的应
有之意。物流4.0意味着从“单链优化”进化为“生态网络优
化”，从“现场系统支持”升级为“大数据和云端专业支持”。

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院院长 michael ten hompel
认为，工业 4.0 时代其实就是物流 4.0 时代。而海航现代
物流集团专注于构建高价值产业的全球供应链枢纽，正
是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现代物流 4.0 服务提供商。

“海航现代物流基于行业洞察及物流数据，整合企业内外
部的物流、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各项资源，将为客户提
供物流配送、仓储管理、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管理、云
端系统优化等一体化的物流4.0服务。”

当前，海航现代物流在陕注册 23家企业，积极推进
建设服务于高端智能制造、药品研发、生鲜冷链、云计算
等高价值产业的临空产业园。积极筹划构建智慧物流园，
引领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物贸结合产业园等，全面提升
公、铁、空立体物流体系效率，构建“一带一路”上重要
的国际贸易中心，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电商和物流企业、
国际贸易公司聚集陕西，大幅提升贸易流通水平。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客流、物流聚集效应，布局旅游、
酒店等关联业态，8月21日，海航现代物流旗下长安航旅与
延安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航空、旅游、
物流、金融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积极参与景
区、特色小镇、酒店、文化传媒等产业的建设，实现“航空+旅
游+金融+互联网”航旅模式在陕西各地的复制推广。

海航现代物流搭建“一带一路”空中桥梁

9月 11日，SBC·中国首届全球项目毕业路演——“指
尖上的创新”在成都高新区启动。在位于天府新谷的

“SBC中国”加速营，从全球400多支团队中脱颖而出的13
支创业团队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创业加速训练，它们
正用自身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吸引更多相关行业国际创新
创业团队落户，助推成都高新区打造万亿级国际创新创业
中心。

作为成都产业主阵地的成都高新区由于日益成熟的
产业生态圈、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和国际化环境，受到全
球创新资源的广泛关注。为了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和团队在这里安家，成都高新区积极作为，为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等做好服务工作。

国际合作亮点纷呈

SBC（Startupbootcamp）成立于 2010 年，是欧洲排名第
一、项目全球分布最广的创业加速器，其项目覆盖数字健
康、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保险科技、物联网、交通和能源等
行业领域。截至目前，“SBC·中国”落户的成都高新区，已
吸引超过 1.5万家科技型企业入驻；园区企业数累计超过
10万家，其中外资企业超1000家，世界500强企业115家。

为了吸引更多更好的国际项目，成都高新区日前还对
外发布《关于推动“中国—欧洲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对
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企业、人才入驻“中国
—欧洲中心”，将给予房租减免、运营补贴、一次性装修补
贴、项目启动资金、配套服务等多项扶持，政策还重点支持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曾任职国
际知名研发机构的核心技术专家等作为带头人的顶尖团
队来成都高新区创办企业，提升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
际化水平。

据了解，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欧洲中心”采用
6+N 功能布局，内设欧洲商品贸易展示交易中心、中欧技
术交易中心等6大功能区，以及剧院、国际艺术展览、中欧
企业家联合会等综合配套服务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中国
西部与欧洲进行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这些功能配套服务都将为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提供
便利。随着中心的启动，相信成都高新区将吸引更多国
际企业与机构在此入驻。”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这样
表示。

此外，成都高新区还举办“走出去”的活动，到世界其
他国家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意向。今年 6 月，2017 年成都
高新区科技企业“欧洲行”活动首次走进俄罗斯，开启合
作交流之行。在那里，24 家成都高新区企业与 83 家俄罗

斯企业进行了约 70 场对接洽谈，达成了 60 多项初步合作
意向，成果丰硕。

支持企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让科技型企业发挥效益，最需要的就是实现科技成果
的转化。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浪潮下，如何促进科技成
果走出实验室、转化成生产力，实现从科学研究到开发再
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为此，成都高新区出台多项措施
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9月11日，成都高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成
都高新区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政策》（以下
简称“政策”），共 26条。政策提出将设立 3亿元协同创新
基金，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政策提出，对国内外高校院所和企业建设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市场化运作的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产业技术研究
院，经认定，将给予最高 2 亿元的建设启动经费补贴。同
时，根据协同创新平台专职科研人数、每年转化科研项目
数量的不同，划分三个等级，每年给予最高200万、500万、
1000万元运营经费补贴。

去年 10 月，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菁蓉·高新人才计
划”，提出设立总规模达50亿元的人才资金，面向全球招揽
人才，此次出台的政策对这一人才计划中的“顶尖团队计
划”“创智项目计划”作了进一步明确。政策提出，对符合
条件的国内外顶尖团队带科技成果到成都高新区来转移
转化，将给予最低1000万元、最高8000万元的支持。

此外，对近三年以内，在成都高新区企业从事符合条
件的科技前沿项目研究、联合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研究的博士及以上人才，将给予最低100万元、最高500万
元支持。

在成都高新区的这些科技企业中，诞生了一大批科技
创新成果。在8月8日发生的九寨沟7.0级地震中，由成都
美幻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ICL成功预警，有
效起到减灾防灾作用，成为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热点。

打造“连锁型”高新技术服务超市

科技服务超市作为一种新型服务业态，在中国的发
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针对科技型企业的
服务，成都高新区将借鉴现代超市经营理念，通过聚集政
府、高校院所、市场机构等高新技术服务资源，整合研发
设计、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创业孵化、人才服务、创新创

业孵化等服务功能，打造标准化、网络化、品牌化的服务
产品，为企业提供自选式、便利式的专业服务，建设立足
成都、服务四川、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高新技术服务超
市连锁体系。

高新区科技与新经济发展局局长缪晓波介绍，该区高
新技术服务超市的一大特色在于构建1+N空间布局，创新
设立“旗舰店+主题店”模式，除了在菁蓉国际广场打造 1
个高新技术服务旗舰店，还将在产业园区、街道社区、线上
平台、海外园区建设 N个园区·街区·社区特色功能店，以
及网络在线平台店和海外创新中心店，实现线上线下、国
内国际全覆盖。“这样一来，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需要，
在超市享受到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和实实在在的便利。
比如，企业看中了海外研究机构的某一项技术，市场售价
100万元；但如果在我们的超市中发现，向国内的某个研究
机构购买同类的技术，只需要60万元。”

根据发展目标，到 2022年，这些高新技术服务超市将

聚集 2000 家各类高新技术服务机构、超过 10 万的从业人
员，累计实现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1500亿元。

根据建设方案，高新技术服务超市将建立会员制，
企业和服务机构须申请成为会员，才可享受或开展相应
服务。同时，建立评级系统，根据团队水平、研发能力、
产品成熟度、市场成熟度、征信情况等标准，自动对企业
和服务机构进行高新技术服务信用评级，并纳入企业信
用库。

通过线上系统申请创新信用券后，企业便可获取线
下服务，服务机构完成服务后，持创新信用券向成都高
新区相关部门申请政策兑现。成都高新区将根据企业
和机构实时动态信用评级情况给予服务费补贴。信用
等级分为 1-5 星，分别对应 5%到 25%五个档次的服务费
补贴。缪晓波解释，比如企业在“超市”购买的某项法律
服务价值 5 万元，使用创新信用券之后可能就只需要支
付 4 万元。

优化高新技术服务 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成都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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