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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今年，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和国
内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使房地产企
业面临着严峻考验。传统的房地产企
业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以创新
的举措实现转型升级，那么，转型之
路如何走？房地产如何在困境中突
围？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的产融
结合、对土地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实
现土地开发模式转型升级的举措带
给我们以启发。

瞄准产业做房地产

春节期间，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
业园的员工们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度
过的。作为这个项目的开发主体，天
津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一
派繁忙景象。塘沽海洋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
司总经理杨绍松虽然忙碌却显得颇
为轻松，面对记者关于房地产开发资
金是否紧张的提问，他却自信地表
示：“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信心来自思路与举措的创新。随
着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的规模
初具，表明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
公司已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更宏伟的发展蓝图已经开始描
绘。

2011年 12月，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沈昌祥领衔，一批信息安全领域的
顶尖专家汇聚天津滨海新区，成立了
滨海信息安全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
杨绍松总经理及其团队历时两年的
艰难探索也结出了硕果。如何借助产
业优势做好房地产开发是杨绍松总
经理及其团队的前瞻性思考。

随着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信息
安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据权
威机构分析，到 2015年，我国云计算
市场规模将达 7500 亿至 1 万亿元，
物联网将达到 5000亿元，三网融合
启动的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
1000亿美元，移动互联网市场将达到
12000亿左右。届时，我国新兴 IT市
场规模将突破 3万亿元。按照信息安
全建设占 IT 建设 10%的比例计算，
整个国内信息安全市场将达到 3000
亿规模。

市场如此广阔的一个产业，吸引
了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的
关注，能否从中为自己的房地产企业
掘到金矿呢？他们开始尝试以产业发
展带动区域转型升级。

量版定做
创新园区运营模式

滨海信息安全产业专家咨询委
员会的成立，带动国家信息安全领域
的数十家工程中心、产业联盟以及行
业领军企业纷至沓来，而为此项工作
提供重要平台支持的就是天津滨海
信息安全产业园。一个由企业运营管
理、专家团队指导、政府搭建平台的
创新型园区运营模式正悄然形成，探
索着产融结合的开发模式，实现了稀
缺土地资源的二次开发，使土地资源
也成为可再生利用的资源。

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位于
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拓展
区，是塘沽海洋高新区西部拓展区重
大的“启动器”项目，是全国率先推行
政府、企业、专家团队“三方协同运
作”模式的项目。杨绍松总经理介绍
说，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是以信
息安全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

标、以企业为主体、以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为技术依托、以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培养创新人才为方向，具有示
范带动作用的专业产业园区。园区以
已建成的 3个国家级中心、3个省部
级中心、4个行业联盟及 13家核心高
新技术企业为依托，立足于国家信息
安全产业战略需求，资源整合与成果
推广并重，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相结
合，为政府在信息安全产业方面的政
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正努力建设成
为滨海新区唯一的国家级信息安全
产业基地。

日前，当记者来到已建成的信息
安全产业园展示中心时，一个出自国
际一流水平的规划方案呈现在眼前，
该方案是从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
国等 5 家国际一流团队所做的规划
设计方案中，通过竞赛方式确立的第
一名方案。此外，这里的等级保护工
程中心已经建成。计算机病毒防治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海洋数据
中心、互联网监控中心、数字中国联
合会、中国可信计算联盟、云安全联

盟、中国反恶意软件联盟等已相继落
户，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
的教育与实训基地和信息安全培训
中心 4月份即将开工建设，规划建筑
面积 36万平方米，总投资 45亿元人
民币。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涌现出一批尖端信息安全产品和
服务知名品牌，发展出一批特色突
出、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中小
企业，形成数家亿元规模企业乃至上
市公司。

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以企
业为运营主体，负责整个园区的运
营、管理与招商引资。随着园区的建
立，机构的发展，配套资源的不断完
善，将吸引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市场销售人员、专业技工人
员加盟。在未来几年内，预期从业人
员达到 1 万人，其中高端人才 500
人，中高级人才 4000人，解决就业人
数超过 4万人。教育与培训中心每年
还会为社会输送大量的信息安全专
业人才，预期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
才将超过 5000人。
注重二次开发
提升土地资源的附加值

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
如何对土地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实现
土地资源的可再生利用？对此，杨绍
松总经理说：“作为国有开发企业，我
们的传统运营模式必须转变，因为传
统模式已经不适应区域的发展需要
了，现在区域发展迫切需要转型。从
大的方面讲，市场环境、金融环境造
成国有企业发展壁垒很多，如何逾
越？就必须走产融结合的道路。不解
决产业的问题，融资问题也解决不
了。要做成一个产融结合的体系。我
们的资产负债率低，在滨海新区企业
中，后发优势明显。我们不一定要做
多大，但要创造一种示范和引领的模
式，这种模式怎么创？一定要进入土
地的二级市场，进行土地的深度开
发，让土地资源可再生利用，就是产
融结合。作为总公司，我们就是将一
个个项目与入驻企业对接，将一块块

土地交给入驻企业自己去运作，我们
总公司不去做具体项目，而是要求入
驻企业必须带着特定的项目去开发
建设。去年，我们总公司实现了一个
大跨越，总投资完成 18.78亿元，相当
于前 8年的总和。增长了 6.9倍。总资
产规模由 22.78 亿元，增加到 36 亿
元，增长了 1.9倍。营业收入完成 2.8
亿元，增长了 53%。注册资本金由 3.5
亿元增加到 27亿元，相当于前 19年
的 6.8倍。”

在招商引资方面，天津塘沽海洋
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制定了一套严
谨的政策措施，使入驻企业不能带着
炒楼的心态来投资，而必须踏踏实实
将实业做好。他们摒弃的是粗放式的
一次招商旧模式，注重的是精耕细作
的二次开发，注重引进那些具备专业
化水准的企业，大大提升了土地资源
的附加值。杨绍松总经理认为：“企业
的强项是运营，我们的强项是开发。
区域内的资源，企业利用要付出代
价，而我利用是无偿的，因此，我可以
把企业需求和资源优化利用结合起
来，将整个区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杨绍松总经理进一步表示，天津
滨海信息产业安全园项目是重要的
科技项目，同时也是企业在房地产开
发上的一种全新尝试，可以说影响长
远、意义重大。一是在当前房地产调
控的形势下，探索出一条以项目招商
带动地产开发的新模式，摸索出一个
“按需建设、量版定做”的新方法。二
是将为高水平的 IT企业入驻提供载
体平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整
个海洋高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提到
新的水平。三是能够充分体现园区培
育高新企业、鼓励科技创新的发展导
向，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四是推进
资源、资产、资本相互转换的良性循
环，为公司走上产融结合的道路积累
经验。五是该项目的建设，是在土地
资源十分紧张、宏观调控力度较大的
背景下进行的，市场和政策的倒逼机
制必然要求土地资源的深度开发，这
将对企业走上集约型、内涵性发展道
路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进
一步凸显塘沽海洋高新区产业创新
的特点。

园区运营力避地产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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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丽 彭飞

医生“兼职”
杨子炀 侯金梅

张主任是天津某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几乎每天 7
点多就去医院查房，8 点准时出门诊。但是最近几年，张主
任觉得医生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困扰他的不只是永
远看不完的病人，还有紧张的医患关系、医院新出台的各
种管理措施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医保拒付。张主任说，“我
现在不仅是医生，还是会计、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精神真是
高度紧张呀！”

限制处方 医生被迫兼会计

因为大处方已经成为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所
以，新医改实施以来，很多医院都规定了单张处方的金额
上限，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医生只能一边开药，一边当会计。

李大爷是老病号了，一年四季离不开药。如今，他每周
都要上医院去“报到”。他说，现在的医生都不给多开药，有
的药就只开 7 天的量，虽然药费基本上就是一二百元，但
有时候想多开点，也得下次再跑一趟。已经 70 岁的李大
爷，感觉总是这样折腾也很不方便。

其实感到不便的不仅是患者，还包括医生。遇到用药多
的患者，医生们大多劝其下次再来，但是对患者来说，再来
一次，耗时、折腾不说，还得再挂一次号。实在等不及下次
的，医生只能先“加加减减”计算一番，再分开成几张处方，
因为如果单张处方超金额被查出，就要扣医生自己的钱。

可是这还只是患者能看得见的算计，还有他们看不见
的，比如药占比。现在很多医院已经将这项指标与医生的
切身利益挂钩。药占比就是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
例。医生出诊一天，他们必须算清楚，今天自己开了多少钱
的药和多少钱的检查费，实际上就是在算药占比。据知情
人士透露，不同医院的药占比是不一样的，少的大约在
30%左右，多的也不会超过 50%。也就是说，患者花 1000 元
钱看病，必须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钱是用在各种检查
上，如果达不到要求，医院也会对医生实施处罚。但是医保
以外的药品不受这样的规定限制。

举证需要 医生“留手”成律师

张大爷自觉最近血压时高时低到医院就诊，被接收入
院。转天，医生就开出了一张病危通知单。这可把患者家属
吓了一跳：原来父亲的病已经有这么严重了，但是看上去
不像呀！医生解释说，因为患者血压不稳定，现在看着是没
事，但是随时会有危险，况且患者还有很多并发症。

据了解，目前很多住院患者家属都有类似的经历：病人
刚办完住院手续，医生就已经给家属备好了一张病危通知
单，不管病情是否真的危急。难怪张大爷的儿子抱怨说：
“现在的医生怎么这样？下病危通知单哪有是为了预防万
一的，还不是想让他们自己撇清干系……”

面对张大爷儿子的抱怨，医生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如
今，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造成医患之间越来越缺乏理解和信
任。面对医患纠纷的案例越来越多，许多医生变得越来越
“胆小”了，因为谁也不想出现“劳心伤神”的医患纠纷。所
以即使再有经验的医生，也不敢凭经验看病，就算已经有
了判断，也会要求患者做几个检查证实一下或者是排除一
下。而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必须“谁
主张、谁举证”。所以医生要想证明自己没有失误，就要自
己拿出证据。而那些白纸黑字的检查结果、家属的病案签
字等等，都是医生保护自己最有利的武器。如此看来，医生
们早已成了训练有素的律师。

看病解压 医生兼职心理医生

谷医生是一位针灸师，他每天都要为近百名患者进行
针灸治疗。等待起针的间隙，也被他用来接诊新患者。有
时，门诊的病人还没忙完，住院病房又打来电话，请他会
诊。他说，“每个患者觉得我跟他们讨论病情的时候都是三
言两语，但实际上这一天我的嘴就没闲着，一直都在不停
地说，只不过是说给不同的人听。”

谷医生深有体会地说，现在的患者甚至家属都跟小孩
儿一样，得哄！给他看病的时间短了，他觉得医生诊病不仔
细，对自己不重视；看的时间长了，其他病人又觉得这个医
生“太肉”故意拖时间。开的方子大了说你是为了回扣；开
的都是便宜药，他又怕延误了自己的病情。更让医生寒心
的是，少数患者家属因为不能接受治疗结果，还对医生大
打出手：有的医生被扇耳光；有的负责解决医疗纠纷的医
院工作人员反被患者家属打得尿出血。遇到这样的不理
解，医生们还得相互解劝解压。“劝导同事，也是在劝导自
己。”谷医生坦言，自己还是自己的心理医生，只有这能才
能不被患者的负面情绪所影响，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状态
中。

日前，国务院参事考察团一行 40
多人来津考察。天津市委书记张高
丽，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于 2 月
21 日晚在迎宾馆会见国务院参事室
主任陈进玉一行，代表市委、市政府
表示欢迎。市委副书记何立峰 22日
中午在滨海新区会见客人。

张高丽简要介绍了天津发展情
况。他说，国务院参事室是集聚贤才、
富有谋略的智囊机构。参事们具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思想理论水
平，全面反映社情民意，积极提出对
策建议，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参事队伍
建设，充分发挥参事们的优势和参谋

咨询作用，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说，天
津把中央精神与自身实际紧密结合
起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各方面发
生了显著变化，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
之路。天津的实践说明，我们仍然处
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认真总
结和推广天津的发展经验，更好地为
地方发展服务，不断提高调查国事、
研究问题的水平。

在津期间，国务院参事室与市政
府召开了座谈会，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杨栋梁介绍了天津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他说，去年，天津生产总值
跨上万亿台阶，达到 1.1 万亿元，增
长 16.4%，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

美元；地方财政收入 1455亿元，增长
36.1%。实际利用外资 130亿元。利
用内资超过 2000 亿元。中国科学院
报告显示，天津生产总值质量居全
国第四位。天津着力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累计
实施 1440 项大项目、好项目，总投资
2.2 万亿元，预计到年底，将有 800多
项建成投产。优化的产业结构，增强
了发展后劲。小巨人企业超过 1000
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统筹区
域发展上，实行滨海新区、中心城
区、各区县三个层面全面推进。同
时，在体制创新、生态城市建设、改
善民计民生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卓
有成效的工作。

在津期间，参事们还参观考察

了天津市文化中心、市规划展览馆、
海河意式风情区、梅江会展中心、和
平区开封道社区、泰安道五大院项
目、津湾广场、西青区朗庭园公租房
项目、铁路天津西站、市米面油加工
配送中心、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富通集团科技有限公司、赛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协和干细胞基因工
程有限公司、天津光电信息产业园、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南开中学、子牙循环经济园区、TCL
奥博废旧家电拆解公司、团泊新城
设施农业和小城镇建设、张窝镇设
施农业园、杨柳青石家大院、空客
A320 天津总装公司、华明示范镇、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中新天津
生态城国家动漫产业示范园等。

侯金梅

国务院参事团赴津考察
1994 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进行社会

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试点，为全国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索经验，由此揭开医改序幕。但很多
人对这样的改革都提出质疑，因为这种体制变革使医疗服
务的公平性下降。而问题的根源实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
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于是，2009
年，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又推
出了新医改，但是，只要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还存在收支不
平的缺口，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算计”和“被算计”就不
可避免地存在，医患关系也会被不信任所扭曲。在这样的
医疗环境下，又怎能指望医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在中国医圣孙思邈的心中，高明的医生在治病时，应该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
之，深心惶怆”。 医生就是医生，只要懂得治病救人。医生
应该值得尊重，因为他们为了患者，“勿避艰险、昼夜、寒
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我们期待：不要让体制和利益
牵绊了医生的手脚，让他们有机会专注于自己崇高的工作
和心灵。

天津滨海信息安全产业园内已经建成的等级保护工程中心

由企业运营管

理、专家团队指导、

政府搭建平台的创

新型园区运营模式

正悄然形成，探索

着产融结合的开发

模式，实现了稀缺

土地资源的二次开

发，使土地资源也

成为可再生利用的

资源。

角色

天津塘沽海洋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产融结合创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