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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6年以来，京津科技谷共引
进企业600余家，总投资超500亿元，
正在促进和引领着天津武清区的转

型与升级。实际上，它的意义还远不

止如此。这个央企和地方结成的超级

组合正在发生强大的集聚效应。

“京津科技谷要名副其实，我们

希望聚集京津两大都市最有价值的

科技、人才、智力资源等优势，转变为

环渤海乃至全国科技型企业实现科

技成果产业化发展的首选载体，成为

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

地。”8月21日，京津科技谷总经理刘
钢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描绘科技谷

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我们的最终梦想就是将

它打造成‘京津之间的迪拜’。”面对记

者，刘钢满脸自信地说道。迪拜是中东

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未雨绸缪、永

不满足、务实奋发是迪拜缔造奇迹的

重要因素。如今的京津科技谷，已经成

为一种影响科技型企业、影响未来生

活方式的“迪拜式”的积极力量。

央地战略合作升温
打造资源高地

据记者粗略估算，仅在今年8月
份，就有近40亿元的项目落户园区，
与央企的合作更是快马加鞭。

对于8月30日将在北京召开的与部
分央企恳谈交流会，刘钢显得信心满

满，他的自信来自于和中国钢研集团还

有中航工业集团等央企的愉快合作。

由中国钢研集团投资建设的项

目坐落于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区西区

福远路西侧，规划总占地2000亩，计
划总投资200亿元。将建设成为以新
材料、自动控制技术等为主，及“产、

学、研”为一体的产业地等，项目全部

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432
亿元，税收32亿元，可吸纳就业3万
人。

此外，中航工业旗下的贵航股份

投资的贵航产业园项目已建成投产，

贵航红阳、华阳电器、万江机电三个

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中航工业陕西局
拟投资的飞行环境检测中心项目，正

在积极接洽阶段。

刘钢认为园区要实现新成长，不

仅要敢“想”，更要靠“创”，因此，他更

愿意用“打造科技型企业成本洼地，

服务高地”来定位京津科技谷。

“对于央企来说，更多的是看园

区的服务、软环境以及有没有明确的

理念。”刘钢清晰地认识到央企的需

求，“以中国钢研为例，实实在在说这

是我们与天津滨海新区竞争来的。我

们之所以能中标，得益于两条：一方

面是有非常清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

思路，令中国钢研耳目一新；另一方

面是我们优质的服务，给投资者带去

的是一种真心实意，真情实感。”

“我们不欺骗人，起初园区配套设

施不行，我们就得说实话。”谈到最初

的困难时，刘钢向记者介绍说。事实证

明，这种以诚招商的方式为园区带来

了新的合作伙伴，首钢集团功能性新

材料研究院就是中国钢研介绍来的。

诗意地栖居
烫金的城市名片

如果没有京津科技谷，中小型科

技企业不会和这座先天营养不良的

城市发生如此亲密的接触；如果没有

京津科技谷，武清不会有如此流光溢

彩的一张城市名片；如果没有京津科

技谷，许多人将从来不曾料想“生态

诗意栖居”可以变成现实……

京津科技谷栉风沐雨、昼夜兼

程，以一个企业之力，建设了一座“生

态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城”，将北京

与天津之间的一片荒野滩涂变成了

一座科技之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

提升和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功能形象

与精神气质，并成为一支引领城市未

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央企的入驻为京津科技谷带来了

新的力量。而央企更是对京津科技谷

发展中的几条模式津津乐道，其中之

一便是“1+N”的发展模式。正是对产业
领域选择的合理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成就了京津科技谷的高速发展。

所谓“1+N”的发展模式，也就
是在一个科技谷内建N个主题园区，
每个主题园区都围绕一个或相近产

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在每个主

题园区内统一建设以研发、检测、

信息认证、外贸服务、技术交易等

为主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满足各

企业职工生活所需的吃、穿、住、

行一体化设施的后勤保障服务平台，

供所有入园企业共同使用，使企业

专心致力于生产和经营两个主业，

更快、更好地成长。

“到现在为止，这个园区科技型

企业总体有600多家，基本形成了几
个发展区块：一是新材料板块，特别

是以中国钢研集团为主的金属新材

料；二是航空航天板块，是以中航工

业旗下的贵航集团北方基地和陕航

天津基地为代表；三是电子商务板

块，包括国美、苏宁云商等，仓储、物

流、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都放在这

……”刘钢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

通过京津科技谷一个个板块的

强力推出，园区被迅速激发、壮大起

来。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产权一

体化发展机制的形成，园区将适时地

将金融和人才引进来，实现五位一

体。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投资

和运营成本，最大效率提高企业主业

成长壮大，能够迅速占领市场，将园

区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新商业畅想
“京津之间的迪拜”

京津科技谷诞生时曾被定义为

“工业开发区”，但刘钢坚持认为，就

算是工业区，也要有好的环境，适宜

人们在其中工作和生活。曾经有高污

染、高耗能的企业想进驻园区，刘钢

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一动议。

6年来，每当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科技谷总

是以企业和人们工作、生活的良好环

境为本，经济需要服从园区企业和居

民的需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从没有资源，到再造资源，京津科

技谷填补了本地经济的空白，使武清突

破了发展限制，迅速走在全国产业园区

建设前列。“实际上，我们的最终梦想就

是把这打造成‘京津之间的迪拜’。”刘

钢向记者谈起这个梦想时满脸自信。

早在2007年，刘钢就提出“田园
里的都市，都市里的田园”的设想。如

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已经较

为成熟的京津科技谷，正朝着刘钢当

初对园区的定位而坚定地推进：充分

发挥地缘优势，依托北京、天津雄厚

的科技资源，以科技型企业产业化为

龙头，带动京津两地教育研发同步发

展，实现一种跨地区、跨地域、跨行政

区域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这个定位不是心血来潮想的，

而是经过反复论证的，京津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共1000多所，从科技角
度，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刘钢解释

说。他希望京津科技谷的贡献力不只

体现在完善城市居住的休闲功能，丰

富城市文化的旅游元素，更多的影响

力应该是能够渗透到城市精神、公众

意识与城市文化脉络中。

营造诗意的创业和人居环境，除

了追逐绿色与自然，京津科技谷也在

追求高雅。“在建园初，我们有一个宗

旨：让投资者在享受创业的同时享受

生活。千方百计把软硬环境搞好，改

变传统开发区工厂聚集体的观念，打

造中国当代科技型企业的产业新

城。”刘钢欣喜地说。

迪拜是中
东地区的
经济和金
融中心，未

雨绸缪、永不满足、务
实奋发是迪拜缔造奇
迹的重要因素。如今的
京津科技谷，已经成为
一种影响科技型企业、
影响未来生活方式的
“迪拜式”的积极力量。

京津科技谷园区鸟瞰图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8月20日—8月26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时指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建设“阳光央企”，要进一步推行由事后监督到当期监

督、由境内监督延伸到境外监督的有效做法。

近年来，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的国有企业屡屡

传出经营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等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央

企的经营效益，也损害了央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中远集团无疑是事后监督与当期监督、境内监督

与境外监督失去平衡的典型。近日媒体爆料的中移动

反腐4年14人落马 ，也与建设“阳光监督”的缺失有很

大关系。

“阳光央企”正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键阶段提出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提

出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建设“阳光央企”，无疑是

把握住了央企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设“阳光央企”实质上是建设阳光监督。现在，对

中央企业的监督已经不少，但是有效性还远远不够。众

所周知，央企监督工作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主体是否

有诚意创造出监督央企的条件。监事会监督只是对央

企进行监督的方式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建设阳光央企

还需要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以及央企的

自我监督。只有社会各个主体共同为之努力，建设“阳

光央企”才不会是纸上谈兵。

长期以来，隐藏在央企监督乏力背后的一个似是

而非的原因是制度的失灵。从近年来很多违规现象的

处理结果来看，问责的力度显然远远低于公众的预期。

甚至在违规现象出现以后，一些央企倚仗着垄断特权

和话语优势，造成监督无力。因此，只有将央企的管理

真正地纳入到制度轨道，创新监督方式，加强常态监

管，切实让监督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制度成为摆设。

中央企业的运转是有序的，对央企的监督也要规

范有序。央企监督要与央企改革发展的步伐紧密结合，

对企业的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央企的监督需要

事后惩戒，但是却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秋后算账”。监管

部门要把握监督工作规律，紧密结合中央企业监督管

理和其改革发展的实际，只有做到未雨绸缪，对央企在

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预判，强化当期

监督，真正做到各级央企、境内外资产监督全覆盖，才

能使得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达到最大化。

中央企业的自我监督是建设阳光企业的根本，建

设阳光企业需要央企以身作则。社会监管的作用是有

限的，不一定能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中央企业从自

我监督着手，敢于面对自身的种种问题，接受公众监

督。比如企业职工的薪酬收入、企业领导的职务消费、

企业管理的漏洞等。尽管如今的央企规模越做越大，但

不少央企在自我监督这一点上做得还远远不够。

由于垄断特权的烟雾笼罩，加剧了央企自肥欲望

的膨胀。而要革除这方土壤，最有效、最可行的方法就

是增加央企的社会能见度。相关的制度执行，只有在能

见度高的道路上行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要保障央企

监督发挥应有的效力，提升央企的社会能见度，或许正

是“阳光央企”从梦想照进现实的关键所在。

在近日闭幕的第十三届亚布力年会上，经济学家

张维迎在讲演时认为，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

为了避免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

革，实行阳光化。这对我们的“阳光央企”不无启发。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建设“阳光央企”，正

是对提高国资监管水平、促进央企科学发展的更高要

求，是对社会各界呼吁的回应，也是对改革的推进。只

有完善制度保障，让制度发挥作用，加强对国有企业的

监管，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观察

建设阳光央企
关键在于阳光监管

赵玲玲

8月22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蒋洁敏率47家央企负责人，参加了
安徽省在京举办的“安徽省与中央企

业合作项目推进座谈会”，并与安徽

省与会人员就落实与中央企业合作

项目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对央企今后与安徽合作进行了部署

和要求，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积极融入安徽经济大格局；二是在

合作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三是要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安徽省省长王学军强调，要一如既

往地支持央企在皖发展，切实把与央企

的合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作为全

省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来推进。

安徽省副省长杨振超在通报与

央企合作情况时指出，2009年以来，
安徽省创新性地开展了与央企合作

发展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也为央企发展拓展了新

的空间。截至2013年7月31日，该省共
与81户央企建立了合作关系，累计签
约合作项目881个，投资规模1.9万亿
元。其中，开工项目601个，投资规模
1.1万亿元，完成投资5369.1亿元，涉及
央企70户；竣工项目191个，完成投资
1452.3亿元，涉及央企48户。签约项目

开工率达到68.2%，开工项目竣工率
31.8%。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47户央企与安
徽省累计签约项目760个，投资规模1.6
万亿元；开工项目521个，投资规模
9255.5亿元；竣工项目178个，投资规模
1149.4亿元。为进一步推进安徽省与央
企合作项目，近期，该省以今年下半年

和明年上半年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为

重点，组织相关部门对签约项目进行

了全面摸排，深入查找项目落地过程

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积极回应央企方

面的诉求，并与央企相关单位进行了

沟通协调，排出一年内有望开工的项

目75个，总投资1524亿元，涉及央企37

户，全部为这次座谈会上的央企，作为

当前合作推进的重点。

在座谈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中石化集团、国电集团、华润集

团、中国恒天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等6
户央企先后发言。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说，

安徽省有很强的后发优势，是央企大

有作为的地方。中国建材无论在建材

或医药方面都与安徽有合作，建材的

成长我们是从安徽海螺那里学来的，

中国玻璃产业的发源地也是在安徽

蚌埠，这两块的研发和成套装备设计

都在安徽，安徽是中国建材的重要支

点，目前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

蒋洁敏率47家央企与安徽共谋发展
本报记者吴明 张晓梅 张骅

京津科技谷：中国式“迪拜”引央企纷至
本报记者 丁国明万斯琴

特别报道

“

监事会监督只是对央企进行监督的方式

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建设阳光央企还需要财

务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以及央企的

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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