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综 合 2019年9月13日 星期五

程 雯程 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粤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迎来新机遇
日前，由陕西省农业农村厅，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宝鸡市人民政

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陕西省果业中心，西北农大园艺学院，中共眉
县县委，眉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八届中国·陕西宝鸡（眉县）猕猴桃产业发
展大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内外专家、教授和农业专
业合作社应邀参加研讨，共话猕猴桃产业发展大计，推进猕猴桃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国际化进程。会议由猕猴桃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授刘占德主持。

眉县县长叶盛强致辞并介绍了眉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
来，眉县秉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的
理念，积极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连续十三年实施产业技
术示范和科技入户校县合作工程，建立了十大标准化作业技术和质量标
准、投入品质管控等五大品控体系，建成了国家首家猕猴桃实验站、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和陕西猕猴桃大数据中心，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猕猴桃批发
市场。先后荣获国际猕猴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多项国
家级殊荣。“眉县猕猴桃”品牌价值达近百亿元。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对眉县
猕猴桃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希望各位专家教授一如既往
的关心支持眉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科研技术转化、产业信息交流
和专业人才培养平台，促进交流合作，联合创新，不断助推眉县猕猴桃产业
做大做优做强。

当天，与会专家教授围绕加快发展眉县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产品
公用品牌建设、猕猴桃营销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猕猴桃品种选育、病害
防治等进行了研讨。

“新包装·新价值·新増长—山东碧海2019新产品发布会”8月29日在河
北石家庄市隆重举行。发布会上，由碧海独创、全球首发的专利新型包装“碧
海瓶”惊艳亮相。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宋昆冈表示：“碧海瓶的诞生是灭菌奶
包装的一个创新，它为中国奶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
业协会理事长楚玉峰表示，“碧海包装以新产品为契机，产品做精，产业做
强，为食品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碧海公司董事长厉善红介绍，“新产品的研发是碧海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今后公司每年都将不断推出新产品，丰富客户的需求。”碧海公司执行
总经理王立介绍，碧海瓶的创意思路，把砖包变成瓶，除了解决小包装加大
盖的问题，而且把常规的砖包演变成一款全新的包装，碧海瓶采用的是先
灌装后加盖，无菌灌装技术，既可生产低温鲜产品，又可生产常温产品，为
液态食品增添了一款富有东方格调、时尚品味的新型包装。这款碧海公司
产品现已成功上市，并且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8月 31日晚，厉善红、王立受邀参加了“2019 中国乳业系列奖项颁奖
盛典”，“碧海瓶无菌纸盒灌装机”被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国际乳品联合
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授予“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赵芮萱）

（刘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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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6 个新设自贸试验区花落
山东、江苏等六省区，至此，中国共拥
有18个自贸试验区，构筑了一张开放
新版图。设立自贸区、开设进博会、加
入 WTO、设 立 高 新 区 和 经 济 特 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
扩大对外开放的脚步，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大局。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国家高新
区，成都高新区30多年来一直在探索
制度创新，吸引全球资本、人才、技术
的入驻。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
都高新区推陈出新，再接再厉，出台

《成都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2019-2020）》（以下简称“方案”），努
力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措施细化全面覆盖

今年开春后的上班第一天，东部的
上海和西部的成都不约而同地做了同
一件事，就是围绕着营商环境建设召开
了全市大规模、高规格的动员大会。两
个城市的不谋而合，正好反映了当前的
时代热点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路径。

用国际化视野对标世界先进水
平，聚焦成都发展变革中的问题，对如
何实现未来发展愿景提出成都表达，
明确要优化营商环境，要在市场准入
上大胆创新突破，要在政务效率上大
幅创新突破，要在要素配置上大力创
新突破，要在市场监管上大胆创新突
破，要在权益保护上大力创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案应运而生。
翻开方案，7个部分、32条细则的内容
具体全面，覆盖到各个领域。从指导思
想、工作目标，从具体措施到保障举措，
详细明了，指导性可操作性强。

方案里有涉及为企业提供基本
服务的细节措施，例如将企业办照时
间压缩到8个工作小时。深化企业开
办“一网通办”“全域通办”“多点办
照”，逐步开展企业办照 24 小时智能
自助申报；实现立项用地规划许可、
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每个阶段“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
时办结”；从立项到竣工验收涉及的
行政许可、中介服务和市政公用服务
总用时控制在80个工作日以内。

方案也有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城
市整体环境的宏观举措，比如根据企
业所处发展阶段、行业领先水平、经
济密度水平、经营增长潜力、自主创
新能力等情况进行梯度递进培育；依

托“创业天府·菁蓉汇”、中国-欧洲中
心、中韩创新创业园、中国成都留学
人员创业园，打造链接全球顶级科技
园区和创新区域的国际化平台；基于

“负面清单+正面鼓励+竞争中性”的
原则对外资政策进行持续优化；高标
准打造高新区智慧治理中心等等。

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对照“方案”，其中有的措施此前
已经实施，这一次纳入方案进行强化
确认；有的措施刚开始只是试点推
行，现在全面推行。不论是何种形
式，成都高新区都在持之以恒地追求
创新、开放、进步。

国际化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
体发展的土壤，自成立以来，成都高新
区不断推动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成
都高新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综合
实力，加快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从 2017 年 4 月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揭牌运行以来，作为核心
区的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
体制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营造

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90个改革创新
实践案例，“首证通”行政审批改革模
式已向全国推广，“自贸通”、创新信用
券等多项制度创新走在全国前列，构
建知识产权“三三制”模式。

成都高新区成立 30 多年来，从
“一站式”服务、“矮柜台服务模式”到
“一窗式”政务服务平台，从“三段式”
服务体系到首次启动项目报建并联审
批……成都高新区以建设“审批最简
区、效率最高区、服务最优区”为目标，
创新政务服务，激发创新活力。

成果丰硕再创新高

持之以恒的改革创新、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让成都高新区发展有了跨
越式的进步，国际化程度全面提升。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全
区今年上半年产业增加值增长9.0%，连
续13个季度维持在8%以上,显示出较
强韧性；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2.2
亿元、增长9.0%，比四川省高出1.1个百
分点，比成都市高出0.8个百分点。得
益于鸿富锦、英特尔、京东方等重点龙
头企业放量增产，成都高新区规上工
业前 20 强的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1485.8亿元，同比增长20.5%。
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累计

实际到位内资 349.51 亿元，利用外
资实际到位 15.8611 亿美元，新签约
引进重大项目 21 个，其中世界 500
强项目 6 个，中国 500 强 1 个。截至
今年 6 月底，全区世界 500 强企业数
量达128家。

如果把时间镜头拉远，我们可以
看到，30 多年来，成都高新区柔性引
进诺贝尔奖获得者 6人，国内外院士
19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创办企业
1762家，海外人才离岸基地34个……
从“内培”到“外引”再到柔性引才，从
高校到城市再到海外揽才，成都高新
区实现了从成立初期677份人才档案
到58.5万人才的“量变”。如今，成都
高新区已聚集各类企业14万家，经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1599 家。医联、
Camera360、咕咚智能运动手环、百词
斩、极米无屏电视、王者荣耀……一
系列“高新造”蜚声海内外。

历经30多年发展，成都高新区已
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版图上最亮的坐
标之一，成为成都、四川乃至中国西
部与世界创新链对话的新舞台。

“中国乳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内大型企业在奶源指标、工艺技术、产
品品质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
是国产奶粉质量安全实现了跨越和反超，
国产奶粉迎来全面振兴的时代。”8月 31日
上午，2019中国全球乳业（CGD）合作与发
展论坛上，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魏立华
的发言释放出中国乳业全面振兴的鲜明
信号。

当天，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国际乳
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主办，君乐宝
乳业集团协办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
十五次年会暨2019中国全球乳业（CGD）合
作与发展论坛在石家庄召开。本次论坛汇
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乳制品生产
加工企业以及包装包材、原辅料、机械设备
等产业链上下游服务商5000多人参会，为中
国乳业发展建言献策。

“70年来，中国乳品产量实现连续跨越
三个千万吨；2018年乳业标准化程度、规模
化程度已经达到61.4%，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位居前列……”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奶
业处处长邓兴照晒出了中国乳业发展的

“成绩单”。
历经 70年的风雨兼程，中国乳制品面

貌已发生巨大变化，成为新中国食品工业
一张亮丽的名片。目前，中国乳制品生产
企业达到743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115 家，乳制品的生产设施设备、管理技术
等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蓬勃发展的中国乳业正吸引着世界
目光。“全球畜牧行业压力增大，全球乳制
品行业需要携手合作，改善生态环境，保障
产品安全及营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助力
人民摆脱贫困。”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主
席朱蒂斯·布莱恩（Judith Bryans）呼吁携
手合作。

在迈入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中国乳业
如何走向世界”成为摆在中国乳业面前的
必答题。本次论坛以“中国：世界的乳业”
为主题，向世界乳业传递出了铿锵有力的

“中国声音”。
“世界乳业已走进‘中国时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张剑秋的发言掷地有声。他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全球乳业正在迈入合作一体化、消费多极
化、生产智能化的新时代。这个过程中，中国乳企在全球合作中的话语权不
断增强，中国市场在全球消费中的影响力不断凸显，中国制造在全球生产中
的先进性不断提升。

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发展，为乳业的提升以及
智能化提升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他建议，应加快标准化体系建设，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实施标准化建设，对外输出中国标准，掌握行业标
准的话语权。“这既是中国乳业的任务，也是使命。”

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宋昆冈指出，中国乳
业经过十年卧薪尝胆、砥砺前行的整顿改造，目前已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现代食品制造业。但是，中国乳业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应尽
快进行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模式，优化产品结构，发展纵向与横向联合，加
强国际合作，走出一条中国乳业持续稳定发展之路。”

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论坛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乳业勇于攻坚克难，善
于创新，精于助力行业的提升，在全球乳业一体化的形势下，中国乳业必须
走向世界，世界乳业需要中国力量。

据介绍，2019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也同期在河北正定举办。
展会首次设立了优质牧场展示区，展示现代储奶设备和冷链运输设备，涵
盖了乳制品全产业链生产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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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科技合作园核心区启动

勇立潮头敢争先，穗港合作创未来。
8月28日，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举

行穗港科技合作园核心区暨京广协同创新中心启
动活动。本次活动共有13个重大项目动工、5个创
新平台项目揭牌、18个产业和创新载体项目集中签
约，项目总投资额达1523亿元。

这一项目是全方位推动穗港深度合作方面建
立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旨在以“一区一园”建设，
深度融通粤港澳资源，以资源要素的高效对接，实
现更高标准创新、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打
造成为粤港澳创新合作示范区。

“湾区＋合作”再启新篇

据介绍，穗港科技合作园是黄埔区、广州高新
区、广州开发区与香港在广州开发区云埔工业园片
区共同规划的科技创新园区，计划规划总面积14.5
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19.8公顷。合作园将聚焦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氢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合作，充分
发挥穗港各自优势，联合成立创投基金，建立符合
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信贷、保险机制，推动金融与
科技、产业融合发展。

至2022年，合作园将初步建成国际化区域创新

体系，集聚若干特色鲜明的优势创新机构和人才集
群，形成带动穗港转型提升的新支点，打造科技创
新产业先行区、科技成果转化标杆区、科技规则衔
接示范区。

穗港科技合作园区核心区于活动当天启动，是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一件大事。该核
心区面积19.8公顷，由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牵头开发，总投资额约95亿元。

京广协同创新强强联合

位于穗港科技合作园区核心区的重点项目京
广协同创新中心于活动当天破土动工，该项目由科
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亦庄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建设。京广协同创新中
心通过北京、广州两大国企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借助广州开发区政策集成创新体系，打
造成首个穗港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促进京穗港三地
的科技、产业对接交流，为三地企业打通“南北通
道”，搭建京广发展平台，高能对接港澳科技创新。

今年 7月，广州开发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正式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将开辟国家级开发区
之间合作新篇章。双方将以经开区间深度合作创

新，共同推进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

“四区四中心”联动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发展愿景的召唤下，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立足自身产业基
础、资源状况、区位优势，主动担当起粤港澳大湾区
富有活力的“改革创新闯将”。

围绕实施“湾区+”战略，该区全面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打造“四区四中心”联动发展和建设“一区
一园”的“4+2”发展格局，即建设知识城粤港澳大湾
区知识创造示范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
识中心；建设科学城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先行
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建设黄
埔港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创新区，打造服务港澳
的新贸易创新中心；建设生物岛粤港澳大湾区生命
科学合作区，打造世界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建设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穗港科技合作园。

针对区内已有的重大发展平台，该区将构筑新
型产业联动空间，实现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
城、黄埔港、广州国际生物岛四大产业片区联动提
升；谋划建设 10大价值创新园集群，培育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世界产业集群，推

动智造与服务融合，加速工业化与信息
化深度融合。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能
够不断吸引全球重大项目“金凤凰”纷纷
落户，离不开该区用心用情培育出的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梧桐树”。2018 年 6
月，该区获批成为广东省首个营商环境
改革创新实验区。今年 8月，广州开发
区获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评为营商环境
指数第一，位列全国 219家国家级经开
区之首。“黄金10条、美玉10条、金融10
条、港澳青创10条、海外尖端人才10条”
等产业金融人才扶持政策、“信任筹建”

“拿地就建”等企业筹建新模式、“来了就
办、一次搞掂”“企业有呼、服务必应”等
服务品牌在全区构建了一条有机完整、
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生态链。

眉县举行猕猴桃产业研讨会

山东碧海独创液态食品新包装获奖

成都高新区产业增加值连续13个季度增长
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高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