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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园区“特”在哪儿？
孙凤玲

9 月底，一场特殊的工业经济
发展现场会在襄阳市高新区召
开，湖北省襄阳市领导带领各县
(市）区负责人对高新区振华宇科
智慧创新产业园、英菲尼迪产业
园、湖北日发汽车工业园等特色
园区进行了现场观摩学习，边参
观边分享经验。
建设特色园区有利于促进同
类产业的集聚整合，形成产业整
体竞争优势，是发展区域经济和
形成产业集群的有效形式和重要
载体。建设特色园区无论是在招
商引资，还是在提升地方影响力
方面，优势都很明显。那么，特色
园区该“特”在哪儿？近日，记者
在走访振华宇科智慧创新产业
园、英菲尼迪产业园、湖北日发汽
车工业园时找到了答案。

“全”而“专”的振华宇科智
慧创新产业园

产业链贯穿上下游
总投资 10 亿元的振华宇科智
慧创新产业园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投入运营，该产业园主要生产中
高端智能手机、上网卡等，产品销
往中东、非洲、东南亚、南美、欧洲
等地，预计全年可实现出口创汇
5000 万美元。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蒸蒸日
上的产业园，却是从一家手机生
产企业慢慢延展而来呢？
在厂区内记者看到，这里不

仅有生产手机外壳的企业、组装
手机的企业，还有包括手机整机、
平板电脑、智能穿戴、汽车电子、
主板、显示屏、摄像头、电池、充电
器、塑胶模具、AR/VR 产品、供应
链管理等通信与智能终端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等配套企业 17
家，有效实现了产业链一体化整
合。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保汉
说，建设产业园就是要借鉴这种
模式，不能什么企业都往里放，必
须是相关联的，依托一家企业而
牵引出一个产业园，这是一个有
益的探索。

“小”而“美”的湖北日发汽
车工业园

王利博制图

集聚要素集约生产
湖北日发汽车工业园是由日
本发条株式会社在高新区汽车工
业园投资的小型专业化汽车座椅
工业园。
漫步产业园，记者发现，这些
企业地面干净、整洁，所有零部件
分门别类并做好了标识，日资企
业“小”而“美”的特点在这里得到
了体现。
“这里的企业都没有仓
库，上游企业需要什么他们就做
什么，做好了直接拉到上游企业
去，连仓储成本都省了。”在湖北
日发汽车工业园，
周保汉介绍道。
现在入园的 7 家企业都是东
风日产一级、二级供应商，涵盖了
汽车座椅的金属骨架、电机、调角
器、泡棉、座椅套等零部件的制造

加工，汽车座椅的总装，以及同步
物流供应，实现了在最小的面积
内集聚最多的要素，用最低的成
本提供最快速的产品上线。
湖北日发汽车工业园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园区还统一了后勤
保障服务。园区所有企业的安
保、就餐、住宿、绿化、车辆管理、
卫生等由湖北日发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负责，实现了管理成本的
最小化。
去年，湖北日发汽车工业园
年产座椅成品 12 万台，实现产值
18.8 亿元，实现税收 7468 万元，提
供就业岗位 1000 多个。2018 年预
计年产座椅成品 16.5 万台，预计
产值达到 25 亿元。

“强”而“新”的高端汽车配
套产业示范园

专注高端制造
“英菲尼迪高端汽车配套产
业示范园是一个民间资本投资开
发、地产商和政府联合招商、企业
拎包入驻的典型。
”周保汉说。
园区总投资 8 亿元，占地面积
225 亩，定位于承接国际及沿海地
区产业转移，通过重资产招商方
式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上市公
司、高端汽车零部件企业，着力打
造产业聚集度高、示范引领性强
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样板园和示
范区。
“我们就把这个园区定义为

高端汽车零部件园区，与汽车零
部件无关的企业不要，生产技术
落后的企业不要，对于入驻的企
业，我们会在房租、物流等方面给
予一定的补贴。”周保汉介绍，目
前，一期已实现满园，入驻企业包
括旭硝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东
风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
公司 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二期
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 2019 年底
全部完工，已签约入驻项目 2 个，
在谈项目 5 个，意向入驻项目 10
个。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园区
总产值将突破 20 亿元，进一步带
动襄阳市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发
展。
（来源：
《襄阳日报》
）

案例

打破孤岛，文创企业开启园区
“云上生活”
华凌

近日，在北京文博会朝阳展
区，国家文创实验区联合国安创
客正式启动建设全国首个“文创
云园区”。何为“云园区”？其设
立目的何在？又有哪些特色？

突破限制
连接孤立“神经元”
“国家文创实验区内已有 60
家园区，受到现有物理空间限制，
园区之间、
企业与企业间很难更大
程度地打通各类资源、
要素进行交
流合作。如果说园区犹如文化产
业生态系统中的
‘神经组织’
，
每个
企业就像‘神经元’，如何让‘神经
组织’
与
‘神经元’
链接并传递有效
信息，避免出现信息孤岛，从而营
造更加良好的产业生态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国家文创实验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怀 着 这 样 的 初 心 ，始 建 于
2014 年的国家文创实验区开始探
索如何打破物理空间限制，集合

各类分散资源，实现信息交互，帮
助企业就近发现合作伙伴，同时
把各种政策、服务、信息有效快捷
地提供给需要的企业。
在这一背景下，
“文创云园
区”应运而生。国家文创实验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所谓“文
创云园区”，是以互联网、大数据
以及云计算为载体，整合线下文
化产业发展所需各类资源要素，
实现文创资源整合、云端集合汇
聚，突破现有物理空间限制，打造
全新的数字园区。
业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将互
联网生态系统与文化产业有机结
合，突破现有物理空间限制，为打
造新型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进行有
益探索，是国家文创实验区为全
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探索经验、
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全国文化产
业创新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

云端汇聚
精准服务企业
“我们不是简单地搭建平台，

而是要把线下的园区、企业以及
各类资源实现在云端的汇聚，营
造更加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系
统。”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说。
国安创客总经理张丽文介
绍，
“ 云园区”起步阶段有三大服
务功能：
“ 办公云”是整合园区内
展览展示、音视频录制、会议室等
空间资源，通过智能化统一管理，
提供共享型多元服务；
“ 管理云”
用大数据引领创新管理，借助大
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挖掘企
业信息，帮助国家文创实验区优
化政策、管理和精准服务；
“ 服务
云”则是作为推出企业全生命周
期发展服务系统，专注于为企业
提 供 精 细 化 、精 准 化 、精 简 化 服
务。
据介绍，
“ 云园区”上线后将
实现对园区、企业、创业者数据进
行多维度分析，智能化匹配整合
利用资源，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及
落实提供数据支撑，真正实现“精
准服务”。同时，也将散落的“信
息孤岛”和“分散资源”串联起来，

将可公开的、可为社会和企业提
供服务的信息有效汇集，实现资
源共享，使企业真正享受到国家
文创实验区更广更多的优质资
源。
“如何把我们的专业化服务
惠及实验区乃至全市、全国的影
视企业和消费者，需要政府和企
业共同努力，在新时代互联网思
维下探索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北
京市朝阳区铜牛电影产业园区一
家打造家庭高端多媒体娱乐室的
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择优录取
实现创新服务迭代
记者了解到，为打造文创云
园区产业生态，满足企业日常服
务类需求，园区择优选取各类服
务供应商。目前已进驻文创云园
区的服务商有 142 家，均是通过竞
争方式引入的优质企业。服务内
容涉及工商税务、投资并购、IP 运
营、产业服务、品牌营销、专项申
报、文创融资、上市规划等 12 类

446 项，最终形成包含金融接洽、
工商服务、人力资源、财务税务、
知识产权、法律手续等“一站式”
服务新模式。
“这个时代，每个角色都想以
最高效率找到想要的资源，文创
云园区聚集了投资者、创业者和
精选的优质服务提供商。当它们
产生碰撞，共生进化，就能延展出
新的可能性。”已体验到文创云园
区“一站式”服务的北京新珂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如今建成的部分只
是“ 云 园 区 ”的 1.0 版 本 ，今 后 园
区的服务将会不断完善。一方
面坚持管理模式创新，以运营大
数 据 为 基 础 ，针 对 园 区 运 营 情
况 、企 业 分 布 和 发 展 情 况 、政 策
落地情况等提供定制化的发展
策略分析和服务；同时坚持集聚
模式创新，在整合各类资源的基
础 上 ，结 合 文 化 企 业 需 求 ，精 准
匹配政策与服务，建立更加完整
的产业生态圈。
（来源：
《科技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