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正努力探索“创新平
台+九大园区+特色产业集群”
的转型升级路径，这种以“创新
引领+产业升级+开放融合”为
主要特征的创新之路，将更好
地融入粤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融入大湾区建设，构建”外联内
通“的创新圈，并以此对接全球
创新资源。

9大市级产业平台中，落户
三角的正是以迪茵湖为主并向
民森信息科技园等周边延伸的
产业平台，可以说是一个产学
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

在这个市级产业平台重点
项目情况的公开栏中，有包括
投资 1000 万元的 VDE（国内
国际检验中心）。这是国家级检
验中心在华南地区的二级检验
中心。

虽然创建“一湖”的时间只
有一年多，却已吸引了清华启
迪、威士曼、康众、智能共享、哈
工大超导腔等高端项目洽谈或
签约。

在“两区一湖一岛”创新平
台中，形成了“众创空间—孵化
器—加速器—科技园”的科技
创业孵化育成体系链条。以入
孵“一湖”的项目为例，这些项
目成熟后，当需要扩大空间时，
还可以进入附近的市级产业平
台进行孵化。

随着，创新平台的不断完
善，我市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比
如，创新主体规模加速扩大。目
前，全市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15家，成功认定科技型中小
企业 1760家。企业研发活动日
趋活跃。全市187家主营业务收
入 5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研
发机构全覆盖，规上工业企业
设立研发机构比例达37.9%。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进，截
至 2018年 5月，全市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9.18件。创
新平合载体加快建设，全市拥
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87家，其
中国家级 7家，建设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 11家，成功引进香港
科技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
一批海内外顶尖高校在中山设
立创新中心。

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今
年上半年，我市启动征集 2018
年度中山市重大科技专项项
目，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
术、光电技术、节能环保等支
持开展核心技术与共性技术
攻关。

在引进建设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方面。我市将持续推进与
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加州伯
克利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
全球顶尖院校合作，吸引高端
创新资源集聚。加快推进国科
大创新中心、中科院近物所重
离子微孔膜产业研发创新中
心、中山—香港科技大学联合
创新中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国际孵化器、哈工大人
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创新中心等
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

我市挂牌运营各类高端创新平台，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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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一篇《中山

翠亨科学城将是什么样？

全球征集设计理念和方

案》的消息在朋友圈热

转。翠亨科学城的提出，

更加丰富了我市“两区一

湖一岛”平台的内涵。

“两区一湖一岛”中

的“两区”是指火炬区、翠

亨新区，“一湖”是三角镇

迪茵湖科创基地，“一岛”

是指坦洲科创岛。

借力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创新走廊”，“两区

一湖一岛”正打造“联合

创新圈”，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创新是第一动力”

的理念，吸引高端资源集

聚，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提

供新动能。

两区一湖一岛

●火炬区：建设国家级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珠三角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开展

“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打造科
技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创新
型产业集群集聚区、科技金融
产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现
代产业工程技术研究院等

“3+1”创新载体、重点建设健
康科技、光成像与光电子信
息、先进装备制造等创新型产
业集群。

●翠亨新区：规划科学
城，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
等高技术产业经及科技研发、
总部经济、科技金融等现代服
务业。

●三角迪茵湖科创小镇：
发挥深中通道的快速连接优
势，建设集创新型企业加速
器、教育科研、生态休闲等功
能的科教创新生态小镇、重点
发展高端精密电子、人工智
能、高端教育等创新型产业、
引入国际高水平应用技术大
学、打造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和
产业创新高地。

●中山（坦洲）科创岛：发
挥港珠澳大桥的快速连接优
势，综合布局科技、文化、创新
孵化等功能，重点对接港澳产
业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化创新
创业平台。

9大市级产业平台

火炬开发区园、翠亨新区
园、民众园、三角园、黄圃园、坦
洲园、板芙园、小榄园、古镇园
九大市级产业发展平台，分布
在东部组团、东北组团、南部组
团、西北组团，总规划面积达
153.36平方公里。这些产业发
展平台不是单一的生产型园
区，其更大的作用是实施产业
平台树标提质增效计划，推动
平台向省级、国家级迈进，使之
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
大支撑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
市的高端要素资源外溢，引进
国际高端产业项目、行业龙头
企业，着力打造一条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集聚的
产业创新带。

■名词解释

核心提示

文/本报记者 谭华健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两区一湖一岛”做好“东承西接”文章

我市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科技创新落子 两区一湖一岛

今年市两会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中山将加快创新平
台建设。深入推进珠三角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积极参与国
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加
快坦洲科创岛、三角迪茵湖科
创基地建设，与火炬开发区、
翠亨新区构建“两区一湖一
岛”格局。

“一湖”处于我市东北组
团，更多将北接广佛的创新资
源，“一岛”更多是对接港珠
澳，“两区”更多则是对接深港
澳的创新资源。通过“两区一
湖一岛”可以使中山更系统更
完备地承接周边核心城市的
创新资源，利于中山利用这个
创新载体更好地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

“从珠东来看，东莞正处于
广深创新走廊的中间，东莞发
展占尽地利；从珠西来看，未来
广佛连接珠海、澳门，中山就是
中间地带，也将占尽地利。”国
家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三角
分园办公室副主任徐永明指着

《中山市产业平台（2017 －
2025）布局图》说。

在这一布局图上，记者看
到，东部外环高速公路将“两
区一湖一岛”创新平台连通，我
市规划的 9个市级产业平台，
有 6个分布在“两区一湖一岛”
附近区域。将来东部外环高速
公路开通，就可以将黄圃、三
角、民众、火炬区、翠亨新区、南
朗、坦洲等镇区连通，并与广
佛、珠澳对接。

今年4月2日，省委书记李
希到我市调研提出，中山要抓
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
机遇，打造高水平发展平台，主
动对接深圳、香港，进一步密切
与粤西地区的经济联系，做好

“东承”文章，强化“ 西接”功
能，奋力把中山建设成为珠江
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支撑点、
沿海经济带的枢纽城市、粤港
澳大湾区的重要一极。

“两区一湖一岛”正打造
“联合创新圈”，正是“东承”
“西接”的重要平台。

据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市科技局已组织有
关专家到实地调研，“两区一湖
一岛”创新平台建设方案预计9
月底前出台。抓住珠三角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
机遇，吸引海内外科技成果在
我市转化与产业化。

在“两区一湖一岛”格局
中，作为引领作用的两区正加
大创新力度。火炬区和翠亨新
区将通过实施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建设、实施“五大科技创新工
程”，努力建设成为中山创新发
展引领区。

火炬区上半年的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该区上半年科技项
目实现量、质双提升。1-6月，
共组织 800多个项目申报各类
科技资金，获批市级以上财政
资金6642万元。康方、明峰2家
团队成功获批省创新团队，视
频监控系统高速高清摄像光学
镜头等 5个项目获批省科技进
步 奖 ，上 述 两 项 均 占 全 市
100%。

规划中的翠亨科学城作为
中山市的重要发展平台，将是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的典
范，着力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引领区、珠江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重要平台和国际化
现代城市新中心。

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市
科技局积极配合推进翠亨科学
城建设，主动参与科学城前期
规划设计咨询工作，共同致力
于把科学城建设成为中山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重要平台。

市委常委、火炬区党工委
书记、翠亨新区党工委书记侯

奕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火
炬区、翠亨新区要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首先要发展好实
体经济，第二是要突出科技创
新，第三是要突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城市发展。在科技创
新方面，两区需进一步构筑科
技创新体系，这个体系旨在完
善创新生态、夯实创新基础以
及营造创新环境。要抓住“广
东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契
机，突出中山“珠江东西两岸
融合发展支撑点和沿海经济
带枢纽城市”的地位，为发展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地
区，做出两区在科技创新工作
方面的努力和贡献。

产业平台成智造新引擎
既自己“育苗”也引种“大树”

1.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15家，成功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760家

2. 187家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研发机构全

覆盖，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比例达37.9%
3. 截至2018年5月，全市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9.18件

4.全市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87家，其中国家级7家两区实施“五大工程” 做好创新“领头羊”

数说我市创新成效

三角迪茵湖科创基地，是一个产学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