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之重器深圳国家基因库，多项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华大

基因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仪，打破国外垄断；柔宇科技研发厚度仅

0.01毫米、全球最薄彩色柔性显示屏；大疆创新不断推陈出新的民

用无人机；比亚迪电动车穿梭在世界200多个城市……源源不断的

创新成果，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让深圳在世界创新版图上的坐标

越发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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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光谷生物城 2018 年工作

会上，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理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钱德平提出目标，争

取到2020年，东湖高新区生物健康产业

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集聚生物健康企

业 3000 家，培育 2 家年收入过 500 亿元

的领军企业。

9家企业收入首次突
破5亿元

2017年，光谷生物城经济指标总体

趋稳，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其中，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92.75亿元，同比增

长 15.5%，完成规模以上服务业收入

30.06亿元，同比增长 40.85%，完成工业

投资 40.05亿元，同比增长 41.42%，完成

纳税百万以上企业税收13.95亿元，同比

增长 94.59%；新增工业“小进规”企业 10
家、服务业“小进规”企业14家。两家百

亿企业持续发力，人福集团实现收入

150 亿元，国药集团光谷产业集群实现

收入144.42亿元。

一批企业快速成长。科前生物完成

产值 7.02 亿元，同比增长 76.73%；华大

基因、康圣达、药明康德、国药器械湖北

公司等 9 家企业收入首次突破 5 亿元。

新华扬、迈德同信等38家企业税收增幅

超过 100%。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60
家，66家企业入选 2017年度光谷“瞪羚

企业”，17家企业成为湖北省“双创战略

团队”。

去年，光谷生物城全力推进招商引

资，实际到位资金总额115.76亿元，超额

完成目标。其中，内资 85.23亿元，外资

4.49亿美元，外资完成进度位居八大园

区第一。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个，大型

央企投资项目 2个；50亿-100亿元项目

1个，10亿-49亿元项目 2个，1亿-10亿

元项目10个。

新注册亿元项目公司 22 个。北大

荒垦丰种业南方总部及全国研发中心落

地，隆平高科并购湖北惠民种业，标志着

国内种业龙头企业全部聚集生物城，进

一步奠定了“中国种都”地位。

到2020年总收入突
破3000亿

在取得亮眼成绩单的同时，光谷生

物城也对自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出了

深入思考。除两家百亿集团性企业外，

生物城内尚无一家收入过 10亿元的企

业。创新度强、附加值高的产品大部分

处于研发阶段，已上市产品单品种过亿

的“重磅产品”屈指可数，企业梯队和产

品结构待完善。

对此，钱德平提出，要创新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增强生物技术领域自主创新

能力，破解生物成果转移转化难题，建成

“国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药

谷”和国内最活跃的生物健康总部基地、

产品创新及转移转化中心、区域智慧医

疗互联枢纽、精准诊疗应用示范中心和

“中国种都”。

“争取到 2020 年，东湖高新区生物

健康产业总收入突破 3000 亿元，集聚

生物健康企业 3000家，培育 2家年收入

过 500亿元的领军企业。到 2028年，生

物健康产业总收入过万亿元，聚集生物

健康企业 8000家，培育千亿以上企业 2
个，百亿企业 10 个，10 亿元以上企业

100个。”

为推动以上目标的实施，为今后 10
年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今年光谷生物

还将创新招商模式，提升招商引资效率

和水平。围绕生物产业热点领域和关键

性技术，重点以精准诊疗为方向，聚焦新

一代生物检测、基因操作编辑、脑科学和

类脑人工智能等，抢占生物技术竞争新

优势。

据《长江商报》

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滨海新区是天

津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过程中，滨海新区充分享受协同红

利，并在发展中成为助推区域协同的新

动力。

四年来，天津滨海新区积极承接非

首都功能疏解，共引进相关项目 2500
余个。中科天津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

究院、清华大学电子信息研究院、军民

融合创新研究院等一批大院大所纷纷

落户，北师大附中、协和医院、中核质子

治疗等一批北京优质教育卫生资源落

地新区。

记者采访了解到，位于滨海新区的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作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承接平台，积极导入中关村创

新基因、创新团队、创新平台，正成为京

津合作的样板和示范。

短短一年时间里，新增注册企业共

计355家，注册资本金达到582463万元，

集聚效应初显。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加快区域

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重

要抓手，对于深化京津两市创新合作具

有重大意义。”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

委员会主任助理段海波说。

与此同时，津冀合作持续推进。

今年 2月初，天津市滨海新区—唐山市

曹妃甸区协同发展合作示范产业园、

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协同发

展合作示范产业园揭牌暨投资项目签

约相继在唐山曹妃甸区和沧州渤海新

区举行。

据了解，唐山市在曹妃甸综合保税

区建设上，将围绕整车进口、融资租赁、

金融服务、贸易物流等方面与天津滨海

新区展开深入合作。

据介绍，在以综合交通系统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滨海新区基本

形成了对接京津冀、辐射环渤海的大

交通网络。

京津城际滨海于家堡站，每日约

有 7000 人次往来，高峰时达到 1 万人

次，实现了滨海新区与市区及北京的

快速通达，初步形成京津冀“一小时通

达圈”。

除此之外，天津港积极深化与唐山

港、黄骅港的合作，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核

心区建设。建成了25个内陆无水港，设

立了 5个区域营销中心，形成了辐射广

泛的内陆物流网络体系。

天津滨海新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滨海新区未来将主动服务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积极承接

一批区域总部、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

业以及一批教育、卫生、科研、金融等非

首都功能。

主动对接、支持、服务雄安，发挥港

口优势、产业优势、自贸试验区优势，建

设智能港口，打造自由贸易港，为北京

和雄安新区提供最近、最便捷的海上门

户。

蓄力勃发，深圳创新发展全新起

航。纵观近期国家创新大事，广深科技

创新走廊、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和规划，其中都有深圳这个“核心”和“引

擎”，为创新而生的深圳早已融入到国家

发展的时代洪流中。

事实上，深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努力在创新型国家建

设中发挥特区示范引领作用，为新常态

下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科技“聚宝盆”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

大鹏新区，一座占地不到 12万平方

米的大楼，却试图容纳整个世界的物

种。这里有 150 台测序仪，24 小时不间

断运转，打造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基因

库。

经过一期的开发建设，深圳国家基

因库已实现“三个领先”：生物样本资源

建设水平世界领先、基因信息数据库建

设水平世界领先，产学研支撑水平世界

领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2017 年，深圳国家基因库各平台支

撑项目课题416项。成立以来，深圳国家

基因库各平台共支撑发表论文150篇，其

中在GCNNS上发表论文55篇，与100多

家国内外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参与起草了多项国际、国内

标准。

塘朗山下，一栋看似普通的大楼里

安放着一台神秘的超级计算机。超算

中心是深圳建市以来由市政府投资的

最大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投资

12.3 亿元，配置国产“曙光 6000”超级计

算系统。

“此类国家级超算中心在全国仅有

6 家，深圳超算是目前资源使用率最高

的超算中心。”超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心提供良好的计算模拟平台来进

行科学研究，平均节约科研成本 40%以

上，缩短研发周期一半以上，全面提升

了深圳乃至全国的科研水平；协助深圳

气象部门开展气象预报工作，推出区域

天气预报、台风预警路径预报、地质灾

害及积涝预警等创新服务；此外，还在

动漫渲染方面大显身手，《潜艇总动员

3》《熊出没大电影》也是深圳超算中心

的杰作。

据悉，深圳国家基因库二期已启动

建设，深圳超算中心正在积极筹划参与

国家科技部 E 级计算机研发项目，并有

望成为科技部首批E级计算机联合研发

城市。以国家基因库和超算中心为代表

的科技基础设施犹如“聚宝盆”，源源产

生的大量科研成果，不断辐射和带动区

域经济的发展，极大增强地区原始创新

能力和竞争力。

目前，深圳已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基

础研究为引领、产业及市场化为导向、企

业为主体、开放合作为特色的创新载体

体系。累计建成创新载体 1688家，其中

国家级110家，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领域，成为集聚创新人才、产生创新

成果的重要平台。

科技创新加速向引领
式创新迈进

深圳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攀升，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 1 月举行的 2017 年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深圳交出一份靓丽成

绩单。19 家深圳高校、科研机构及企

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 15 个项目获奖，

其中技术发明奖 7 项，占该奖项授奖总

数的 10.6%，是深圳建市以来在该奖项

取得的最好成绩。2010年至今，深圳的

优秀科技成果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国家科技大奖

99项。

2017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60258
件，同比增长22.60%；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8926件，同比增长7.13%；PCT国际专利

申请量20457件，同比增长4.12%；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06917 件。4G 及

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石

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

车、无人机等领域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

沿，深圳正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

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

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孕育兴起，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已经拉开

序幕。2017年12月，《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规划》正式印发，依托广深高速、广深沿

江高速等复合型的交通通道，提出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一廊十核多节点’的空间

格局。

打造中国版“硅谷”，深圳以其坚实

基础和显著优势，成为我省创新发展的

强大引擎。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中的“十核”，深

圳占了四个，接近一半。“目前，初步设想

是构建‘四核十八节点’的空间格局。在

规划原有的十五个创新节点上，拟增补

三个备选节点。”市科创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四核为深圳空港新城、深圳高新区、

深圳坂雪岗科技城、深圳国际生物谷。

目标是构建科技创新重要空间载体，打

造全球顶尖科技产业创新平台，为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

强大动力。

2030 年建成可持续
发展全球创新城市

上个月，深圳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复，

这是深圳站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选择。

从全球城市发展看，城市的兴衰与

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紧密相连，作为迅速

建成的移民型超大城市，深圳正面临创

新引领推动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

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的突出问题，迫切

需要探索一条符合深圳实际、符合现代

城市发展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是主题。”市科技创新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深圳规划了 2017 年至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的总体部署：到 2020 年，深圳将

建成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3%，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42%，部分

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到 2025 年，

成为可持续发展国际先进城市，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显著提高，市民住

房基本实现可负担、可获得；到 2030
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

可持续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并形成

一系列可以向全球推广复制的可持续

发展经验。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在世界创新版图上越发闪亮
2030年建成可持续发展全球创新城市

集聚生物健康企业

武汉光谷生物城2020年
总收入剑指3000亿

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

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享受红利

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取得显著成效。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