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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渤海新区：以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
“引擎”
王晓乐 张诗启 张传斌

日前，
由沧州临港中科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日产 5 万吨海水淡化项目
从海水取水装置到反渗透产水端中间各项
工序已全线贯通，
目前正进入紧张的联动调
试阶段，
配套一体化水厂也已基本就绪。
据悉，该项目在利用反渗透膜淡化海
水的过程中所分离出来的浓缩海水含量比
原海水高出 2 倍左右，可直接排放到园区
沧州临港晶山盐业有限公司用于生产海
盐，并有效缩短企业的产盐周期，提高产盐

率。同时，所产的浓海水可深度加工处理，
提取出溴、硼等化学物质，进一步拉伸产业
链条，实现海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这只是
沧州渤海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沧州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唯一的创新驱动示范区，沧州
渤海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
集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优化创新环
境、提升创新能力，以创新寻求新动力、实
现新突破、促进大发展，大幅度增加科技投
入，不断提高科技管理和科技服务能力，科
技创新驱动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92 家，位居全市
第一。
与此同时，围绕引领行业快速发展，搭
建高层次人才创新平台。他们瞄准现有产
业专精特新，共建成管委会院士工作站、绿
色农华院士工作站等院士工作站 3 家，
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 5 家，
重点研究方向涉及石
油和精细化工、
循环经济、
环境保护、
海水淡
化和农业生物工程等领域。近年来组织开
展“院士沧州行”活动 10 余次，发布新成果
42 项，
签订合作协议 10 项，
实现院士工作站
由服务单一企业到服务整个产业的跃升。

建设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加强政策扶持引导，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
立足激励科技创新，沧州渤海新区对
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和“双
创”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制定了具体扶持
政策，一并纳入《渤海新区树立新发展理
念 聚焦高质量发展 推动创新驱动示范区
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范畴，并推进政策
落到实处。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财政支
出 2000 余万元用于鼓励企业创新平台建
设和创新主体培育，撬动企业进一步增加
了研发投入。2017 年，全区科技研发经费
投入达到 9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14%，
2018 年，全区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达到 17.3
亿元，
投入强度达到 5.49%。
沧州渤海新区还积极帮助企业争取省
市及新区科技扶持资金，
近 3 年新区企业共
获得各级科技资金 5850 万元，共有 80 个项
目获批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其中河北省科技
计划项目，
新区有 31 个项目获批，
获得资金

支持 1335 万元；
沧州市科技项目中，
新区项
目有 49 项获批，获得资金支持 3615 万元。
在 2019 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中，重大科技
成果专项获批 2 项，沧州市仅有这 2 个项目
通过论证，
将获得近千万元的资金支持。
不遗余力的投入，换来累累硕果。沧
州渤海新区两家企业 2018 年、2019 年连续
两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其中河北建新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合作项
目荣获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带
动了全行业技术升级，河北精致科技有限
公司与中国石油大学合作共建清洁油品联
合实验室，其研发技术荣获 2019 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并在全球推广。在省级
科学技术奖评审中，沧州渤海新区获得科
技进步三等奖 4 项，技术发明三等奖 1 项。
在市级科学技术奖评选中，新区获得一等
奖 2 项，
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9 项。

加大研发平台建设力度。出台了《关
于鼓励建设研发机构的实施细则》，极大提
升了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积极性。截至目
前，全区共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78 个，其
中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5 个，技术创新中心
14 个，产业技术研究院 1 个，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实验室）13 个，技术中心 45 个。中试
基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平台，目前新
区已建成中试基地 4 个，规划建设中试基
地 5 个，其中河北省绿色化学工业产业技
术研究院发挥河北工业大学科创资源优
势，与河北新启元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共建中试基地。南开大学-沧州渤海

新区绿色化工产业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
轨道实验基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沧州创新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
着力打造成全链条全要素孵化体系，切实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支持规上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开
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达标行
动，制定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
设工作方案》，要求规模以上入区企业落地
必须按要求配套建设一定面积的实验室、
科技研发配套设施，并提供必要的科研经
费，确保其入企即可创业。目前，全区共有
54 家工业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

强化协同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培育创新主体，夯实科技创新发展基础
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主体是企业。
沧州渤海新区从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未
来需求出发，
积极培育创新主体。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
券、创新资金项目申报和河北省创新创业
大赛等服务措施，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提
质增量工程，鼓励全区企业积极申报科技
型中小企业。截至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

总数达到 870 家。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加大高
新技术企业精准培育和认定力度，引进建
立重点服务机构 6 家，为新区企业升级为
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全方位、专业化、精准化
服务。全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和省、渤海新区奖励政策，激发企业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积极性。截至目前，该区国

加强创新资源对接。积极推进入驻高
校对接主导产业，建立实训基地和产业协
作联盟。目前，已引进北交大海滨学院、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河北农大渤海校
区、渤海理工职业学院等高校 6 所，在校生
近 5 万人，每年培养万余名满足驻区企业
需求的基础性人才。同时，注重将所引进
的高校课程设置与主导产业的对接，实行
“订单教育”。另外，与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河北工大等签订了区域合作、产业联盟
合作框架协议，重点从事海水淡化、绿色化
工和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
共引进和转化科技成果 42 项、引进高新技
术企业 21 家、创新团队 8 个，建设创新基地
和中试基地 3 个、创新服务平台 15 家。
加快成果转化基地建设。继北京·沧
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之后，与北京
（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共同打造北京科创园渤海新区产业
基地，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重点承
接智能制造、无人驾驶、无人机等尖端制造

业中试产业，实现了“京津雄研发、渤海新
区转化”。目前，该基地先后入驻了“华鹰
特种电机”
“ 中 科 艾 尔 ”等 7 个 高 科 技 项
目。在中捷产业园区建立了大学科技园，
定位“科技引领”，推动“成果转化”，实现
“资源共享”，成为沧州渤海新区创新发展
高地、对外开放的窗口。目前，中科院过程
所海水淡化与膜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 10
个科研平台已落地。
搭建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为给引进的
创新创业机构和团队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一条龙”
“ 一站式”服务，沧州渤海新
区引进建设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6 家，其中
北京化工大学沧州技术转移中心等 4 家技
术转移中心为省级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
移中心共向企业推介科技成果 1500 余项，
征求企业技术需求 300 余项，促成技术合
作项目 50 余项。沧州渤海新区成立了技
术合同登记机构，2019 年，全区技术合同成
交额 4.7 亿元，实现了技术合同成交额快速
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