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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铜陵市市长孔涛：

科技创新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样板

创新型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重要支柱，对于加快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核心带动作
用。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铜陵市市长孔涛表示，在现
有的创新型城市试点基础上，进
一步做高位势、做细管理、做优
服务、做大网络、做强品牌，推动
创新型城市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打造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

现代化的城市样板。
创新“软实力”提升经济贡

献度。当前，面对新一轮世界科
技革命，国家竞争越来越体现为
创新“软实力”的竞争，德国率先
提出打造“知识型社会”城市，美
国、日本也相继提出建设“城市
创新区”和“知识产权立国”等战
略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
全面部署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等国家战略，强调“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到2035年进入
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

我国自 2008 年启动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建设以来，已支持
103个城市（区）建设国家创新型
城市，这些创新型城市以占全国
51%的人口，汇聚全国 85%的
R&D 经费投入和 72%的地方财
政科技投入，培育全国85%的高
新技术企业，产出全国81%的高
新技术企业营收，覆盖全国67%
的 GDP。其中，既有北京、上海
等早期试点城市，在技术孵化、
平台建设、产业转型等方面积蓄
了强劲动能，也有铜陵、淄博等
新进城市，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着力打造创新增长点。

孔涛说，以铜陵市为例，铜
陵于2017年启动创建工作，截至
2022年，全社会R&D经费支出、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均
居全省前列，位列科技部全国创
新城市能力百强榜第78位，先后
获批国家“科创中国”首批试点
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
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达 41.9%，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进一步
提升。

优化创新型城市顶层设计和
区域布局。从外部环境看，我国
创新型城市与发达国家还有一
定差距，根据上海科技情报所
2022年《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
力评价》报告显示，在创新趋势
维度中，有7座中国城市跻身前
十，体现在有大量专利论文产出
及较好的增长趋势；但在创新质
量维度中，有6座美国城市进入
前十，体现在较多的核心专利和
高质量论文方面。

从内部发展看，国内创新型
城市受区位、资源等要素制约，
总体呈现“东学西渐”的特点，

2022 年创新型城市综合评测前
10名的副省级（含）以上城市、地
级市和县级市几乎均为东部城
市，占据绝对优势，人才、教育等
资源的虹吸效应也更加突出。
此外，一些中小城市虽然具备很
好的创新基础，但基础不牢、资
源集聚效应较弱等问题也较为
突出。

孔涛认为，创新型城市的优
势在于以点带面的辐射能力和
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比如，旧
金山湾区因硅谷闻名，其创新资
源持续辐射奥克兰、圣何塞等周
边城市，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
创造了美国 5%的 GDP，形成了

“湾区模式”。北京中关村在周
边的京津冀地区，设立了9000余
家创新分支机构，输出技术交易
合同近 6 万项，成交额 4540 亿
元，规模占全国1/8。因此，通过
深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打造创新
策源地，有利于连点成线扩面，
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
水平整体跃升。

为了加快推进我国创新型城
市建设进程，孔涛从两个方面提
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一是优

化创新型城市顶层设计和区域
布局。建议对前期试点城市经
验和案例进行总结，并延续前两
批试点的政策支持，加强对铜陵
等 25 个新进城市试点扶持。同
时，提高创新驱动战略整体实施
的平衡性，特别是提升创新资源
在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配
置，吸引研发资金和科技人才等
创新资源合理流动。

二是加大创新型城市建设政
策支持。新一批 25 个试点城市
基本属于中小型城市，建议国家
出台差异化支持政策，在中央预
算资金方面，对新列入试点城
市，如铜陵等城市提供专项支
持，支持试点城市围绕转型发
展、循环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能等方面进行试点示范，推动
城 市 优 势 、重 点 产 业 升 级 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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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连云港市市长邢正军：

稳中求进开新局，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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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近日，全
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连云港市市
长邢正军结合连云港实际，就立
足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和推动地
方高质量发展等问题接受了《中
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关注能源领域，加快推动产业
链升级。全国两会期间，邢正军提
出《关于支持连云港国家级石化
产业基地建设打造万亿级石化
产业集群的建议》和《关于降低
水晶原石进口消费税税率扶持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建议》两份
议案。

邢正军表示，2014 年，连云
港石化产业基地被确定为国家
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已累计
完成投入3000余亿元，2022年产
值超1000亿元，排名全国化工园
区第18位，预计“十四五”末产值
将超3200亿元，进入全国化工园
区前三位。在快速发展同时，面
临发展空间整体受限、能耗指标
存在缺口、石油战略储备能力不
足等一些突出制约因素。因此，
邢正军建议国家相关部委支持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拓展联动
发展和要素指标安排，推动盛虹
炼化一体化“减油增化”、卫星化
学高端聚烯烃、石油储备地下水
封洞库等项目实施，全力打造万
亿级石化产业集群，不断优化沿
海生产力布局、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升级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全力打造“连心城、贴心岗”
营商环境品牌。近年来，连云港
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
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一
网通办”和“一件事”改革，大幅
提升为企服务质效，全市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邢正军表示，连云
港将持续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突破年”专项行动，聚力打造

“连心城、贴心港”一流营商环境
品牌，以营商环境之“优”促经济
大 盘 之“ 稳 ”、谋 发 展 质 量 之

“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
港新实践提供更为坚强有力的
保障。

构建完备的政策体系。加强
顶层设计，不断强化政策供给，
注重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调性，形成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1+5+9”政策体系，
适时推出一批稳经济、促消费真
招实举，将政策力度转化为市场
主体的“体感温度”。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地方性立法，出台相关
政策、办法、条例，推动各类惠企
纾困政策措施精准落地。

形成规范的市场秩序。重点
聚焦企业发展、群众办事难点堵
点，不断更新、优化、升级营商环
境。集中解决“吃拿卡要”问题，
全面清理带有市场准入限制的
显性和隐性壁垒，推进告知承诺
制、“一业一证”改革，精简和优
化审批程序，严格清理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

打造高效的服务环境。坚持
“市县扁平管理、一层全链审批”
原则，合理有序下放管理权限。
夯实监管责任，形成以权责清单
为边界、信用监管为基础、智慧
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抓
手的监管体系。深入开展“综合
查一次”，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

监管，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
度，依据风险高低实施差异化监
管。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
单化”管理和“不见面、网上办、
不对应”审批，深化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审批“一件事”改革，推行

“免证办、掌上办”，建设市县一
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体系。

动员全市上下，攻坚招商引
资。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一直
是各地市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连云港市始终把“双招双引”
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邢正军介绍说，连云港
2023年“新春第一会”即是全市招
商引资暨重点项目推进大会，将
今年确定为“招商引资突破年”，
全力实施“432”招商引资计划和

“十百千”重大项目攻坚行动，年
新增签约项目总投资4000亿元以
上，动员全市上下加快动起来、紧
起来、拼起来，全面掀起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大会战。具体来说，
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推动
高质量招商和精准招商：

聚力攻坚产业链招商。突出
实体经济主体地位、新型工业化
产业导向，统筹招引“高大上”的
龙头企业和“小而美”的配套企
业，做大做强产业链，全力开展
产业链招商。围绕十大产业链
和 52 条细分产业链，梳理形成

1000 家左右产业链重点企业清
单；围绕26家链主企业和100家
骨干企业，梳理形成1000家上下
游配套企业清单。加快推动招
商地图和产业图谱绘制，制定出
台《关于全面推进精准招商的若
干措施》，提出全面、务实的举措
持续推进精准招商工作。

着力推动多元招商活动。充
分利用中欧班列合作论坛、全球
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丝路物博会、
农洽会等经贸活动，认真谋划，嵌
入招商环节，做好跨国企业、央
企、大型集团和上下游企业邀请
工作，扩大展会招商效应。组建
招商小分队赴北京、上海、深圳、
苏南等发达地区以及欧美、日韩、
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开展高频次
企业登门对接，谈项目、拓市场。
用足用好“中华药港”、自贸试验
片区等优质平台，发挥资源高端、
功能集聚、政策集成等优势促进
招商。今年拟安排市级招商活动
113场，每2个月开展一次“请进
来”招商活动，每季度开展一次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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