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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特刊

聚聚合合““三三次次创创业业””源源动动力力
——— 潍坊国家高新区打造一流环境推进发展侧记

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成为全国首个获批建设实验区的国家级高新区；半导体发光产业集群入列国家科技
部首批十大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为全国该产业领域唯一；获批建设国家科技部首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市级级以
上科技计划136项，居全省高新区首位；139家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站在“三次创业”的新起点，潍坊国家高新区不断
优化发展环境，依靠强化产业载体、打造一流服务、提升城市品位，为实现更高层次新跨越聚合起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流载体培育一流产业

潍柴动力控股法国博杜
安、意大利法拉帝公司，入股
德国凯傲集团；歌尔的蓝牙
耳机、硅微麦克风、主动式
3D眼镜市场占有率全球第
一；福田汽车山东多功能汽
车厂加快发展，打造千亿级
汽车工业基地——— 一个个行
业“龙头”，引领潍坊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

盛瑞传动在全球首创前
置前驱8AT，浪潮华光LD性
能指标领先国际，华辰生物
新兴基因工程抗菌肽研制及
应用项目被国家科技部列为

“863食品安全计划重大专
项”……一群中小型科技企
业齐头并进，成为科技“小巨
人”。

近年来，潍坊高新区着
力搭建一流的产业平台，为
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发展奠定
了基础。

在国家级软件与信息服
务业专业孵化器，乐维特公
司依托于该孵化器提供的云
计算、物联网、测绘地理信息

等技术平台，自主研发了
E l o v e i t建 筑 技 术 系 统 、
BuilderAccess手机管理系统
等软件，正在将世界“砸平”，
使员工们坐在中国的办公室
里就能“遥控”美国的建筑商
建设社区。

在潍坊光电园，潍坊高
新区将于今年4月中旬建成
潍坊3D打印技术创新中心，
打造集产学研用为一体，具
有产业聚集发展引领示范作
用的区域科普中心、加工服
务中心、研发中心和体验中
心，引领和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和结构性调整。

由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
孵化器建设的科研实验室，
拥有100多台(套)国际先进
的高端生物实验仪器及省内
唯一的公益性中试平台，能
全面满足新药创制的提取、
合成、分析测试、中试及动物
实验或试生产，入园企业可
优先优惠使用。假如没有这
些，园区内的企业将付出更
高的创业成本。

3月31日，在清华科技园
强力助推下，潍坊高新区硅
谷创源孵化器在美国揭牌运
营。紧随其后，潍坊市政府与
清华大学于4月10日签署全
面合作协议，也标志着作为
潍坊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的
潍坊高新区与清华大学全方
位合作更为深入。目前，总面
积2 . 9万平方米的清华科技
园启迪之星潍坊孵化基地正
加快内装施工，今年内将投
入使用。作为清华科技园及
美国创源孵化器来潍坊市及
高新区创新创业的“转化器”
和“加速器”，该基地将同步
链接北京及全球高科技项
目。

在潍坊高新区，像这样
的产业发展载体还有很多。
目前，潍坊高新区已建成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生物
医药专业孵化器、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专业孵化器、宝兴
孵化器4个国家级孵化器，打
造了光电、电声器件、呼叫中
心与信息服务3个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及2个高端产业
加速器，成立了15个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投入3亿元
打造了国内一流的智慧软
件、生物医药、呼叫中心、数
字动漫、云计算等9个公共技
术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更多优质公共技术服务。

一流的载体，同样也为
创新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沃
土”。在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
孵化器，只要在科技园内申
报落户的高端人才，都可以
享受到“研发—孵化—加
速—产业化”的科技创新服
务，获得投资、税收、金融、科
研场所、技术支持、法律服
务、平台使用等多方面扶持。

巨大的承载力，吸引众
多人才纷至沓来。目前，潍坊
高新区已拥有20名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30名省“泰山
学者”，45名市“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引进扶持计划”人
选，获批建设首批国家创新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成为名
副其实的“人才特区”。

一流服务打造“高新效率”

“您申请办理的外国人邀
请函初审事项已办结，办理结
果为批准，请到区行政审批大
厅领取审批证件。”3月17日，
一条来自潍坊高新区经发局
的短信让潍坊恒立安公司的
齐华莲十分惊喜：“想不到业
务办理这么快，高新区的效率
就是高！”为加快企业审批事
项办结效率，潍坊高新区将企
业办理的事项在公共行政审
批服务平台进行实时录入，企
业在网上即可查询办结情况，
办结时间缩短至1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在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方面，潍坊高新区
还着力推行网上审批和一站
式审批，减免行政审批事项。

去年，全区压减区级行政审批
事项12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17项，审批时限提速67%。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激
发发展活力，潍坊高新区编发
了《“四上”企业通讯录》、《涉
企服务办事指南》，扎实开展
涉及近7000家企业的大走访
活动；整合政府采购、工程项
目招投标、土地交易、产权交
易4项职能，设立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实现了公共资源
全程阳光交易，为企业发展提
供了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遍地开花的中小科
技企业无疑离不开优质高效
的金融支持。而科技创新券的

发行，则是潍坊高新区金融服
务不断完善的生动写照。

不久前，潍坊中讯网络有
限公司还在为是否引入两款
研发软件犯愁，24万元的软件
价格对这样一个中小企业来
说不是一个小数目。3月18日，
该公司拿到了价值5万元的科
技创新券，凭此券即可抵用1/
5的软件购买费用。“有了科技
创新券，我们的难题一下子迎
刃而解，这两款软件很快就可
以购入了！”该公司总经理鄂
玉鹏高兴地说。当日，潍坊高
新区举行科技创新券首发仪
式，在全省率先实行科技创新
券制度，额度分为5万元和10
万元。全区发放了额度为1657

万元的科技创新券，为235家
企业提供了创新机遇。

为支持企业发展，潍坊高
新区还相继出台了《政府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政府风险补偿资金管理
办法》，设立2亿元的政府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3000万元的风
险补偿金，加快引进培育风险
投资、私募股权、并购基金和
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建设多层
次创业投资体系。

去年，全区新引进15家银
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银
行业贷款余额502亿元、贷存比
达到144%。全区争取各类无偿
资金3.24亿元，为企业发展、项
目建设提供了更大资金支持。

“出门散步，小区里的花
园草木掩映；开车上班，路旁
绿化带错落有致；到了公司，
楼前楼后都是高大浓密的杨
树……在潍坊高新区，城市之
美无处不在。”家住潍坊高新
区的东润装饰公司负责人齐
国伟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到
潍坊高新区来实现自己的创
业梦，很大程度上是为这里的
城市品位和城市魅力所折服。

潍坊高新区的城市品
位，首先在于不断完善的城
市基础设施和绿色生态的城
市环境。通过大力推广低碳
社区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全区绿色低碳项目已
达32个。同时，进一步加快基

础配套、公共服务和生态设
施建设，已修建道路160公
里、雨污水管道300公里；安
装LED路灯1万多盏，成为全
国首个白光照明全覆盖的高
科技园区；投资6 . 5亿元将
浞河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国家
水利风景区和3A级旅游景
区；投资4 . 6亿元，对白沙河
和张面河进行治理，进一步
改善河道生态和城市环境。
今年，全区还投资5600余万
元，栽植约115万株苗木，建
设6500亩生态防护林，为城
市“美图”再添“绿带”。

潍坊高新区的城市品位，
还在于精细科学的城市管理。
近年来，潍坊高新区以创建国

家文明城市为载体，积极实施
公民道德、交通文明、城市文
明、志愿服务、文化建设5项文
明提升工程；以进一步优化居
民生活环境为目标，深入开展
空气污染整治，不断提升空气
质量；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
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垃圾清运率和无害化处理率
达100%。

潍坊高新区的城市品
位，更在于蒸蒸日上的民生
事业。去年，潍坊高新区新建
续建8所学校和幼儿园，建成
公办学校全部通过标准化验
收；全面实施“先诊疗后付
费”、“五免五减”等20项医疗
惠民措施；获批建设全省首

家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
增就业7000人；被评为省级
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示范
区，新钢街道荣获全市人口
计生综合考核街道第一名；
全区“村改居”挂牌工作全部
完成，养老保险、五保、三属
抚恤、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
现城乡并轨。随着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
潍坊高新区广泛开展党员干
部联系群众活动，深化社区
管理体制改革，着力做实社
区服务，切实解决社区人员
力量不足、工作和服务不到
位的问题，为增进民生幸福
筑牢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于明鹏 杨健

一流品位增进民生幸福

充充满满活活力力的的潍潍坊坊国国家家高高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开开发发区区。。

潍坊乐维特建筑技术有限公司成功打破了国外设
计、中国制造的惯例，实现了“中国设计、美国建造”。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办理业务。

国家级生物医药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国家家火火炬炬计计划划潍潍坊坊软软件件特特色色产产业业基基地地。。

中中小小科科技技企企业业喜喜领领科科技技创创新新券券。

国家级光电科技企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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