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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HERALD
经济导报

山东将扎实推进先行区建设

先行先试瞄准“五个聚焦”

◆导报记者 王伟

山东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道路，新旧动能转换强力突破，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高质量

发展积厚成势。

“我们将坚定扛牢责任，高

点谋划推进，扎实推动先行区建

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重点突出

‘五个聚焦’。”近日发布的

《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报

告》提出。

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打造全国区域创新中心。对这个

聚焦，报告提出，要坚持以“十

大创新”引领全方位创新，加快

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突出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高质量建设海

洋国家实验室，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重

组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构建完

善“1313”四级实验室体系，争

取更多大科学装置纳入国家布

局，实施创新创业共同体培育计

划，打造新型研发机构群。

“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省财政科技投入每年增长10%，

深入实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

程，开展基础研究十年行动。”

聚焦北斗、核能、人工智能等领

域，每年实施一批重大“技术攻

关+产业化应用”项目，力争五

年取得150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

大牵引性成果。

聚焦深化动能转换，加快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提出，

持续做优做大“十强产业”，着

力提升传统产业。“一企一策”

推进智能化改造，着力突破新兴

产业，实施标志性产业链突破工

程，集中打造11条世界级产业

链、200家以上产业生态主导型

“链主”企业，集中培育壮大7

个国家级、50个以上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布局建设空天信

息、磁悬浮、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示范园区，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等一批千亿级、万

亿级增长引擎。集中培育先进计

算、新型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

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力争五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比实现翻番。

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

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报告

提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扩大“外电入鲁”规模，建设千

万千瓦级海上风电、海上光伏、

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地

风光储输一体化、鲁西南采煤沉

陷区“光伏+”等五大清洁能源

基地，推进陆上风电建设，加快

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坚持严控

“两高”优化其他，搭建电子监

管平台，对“两高”项目实施清

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严

格落实产能、能耗、煤耗、碳排

放、污染物排放减量或等量替

代，深入实施新一轮“四减四

增”行动，“一业一策”推进碳

达峰十大工程，实施碳金融发展

三年行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碳汇补偿和交易机制，

稳步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聚焦落实重大战略，协同

推进城乡陆海高质量发展。报

告提出，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

范区，编制济南、青岛都市圈

发展规划，实施突破菏泽、鲁

西崛起三年行动，扎实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省级新区

建设，引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确保粮食产能稳定在1100亿

斤以上。

聚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

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其中，

报告提到，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

新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上合示范

区建设水平，实施自贸试验区

2 . 0版，创建中日韩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加快建设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全面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深入开展“双全双百”工

程，加快建设“无证明之省”，

让企业家在山东有地位、有荣

誉、有归属、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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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点点

“聚焦落实重大战略，协

同推进城乡陆海高质量发展。

发挥好连接南北、陆海统筹

的纽带作用，以实施重大国家

战略为牵引，构筑高质量发展

的空间动力系统。深入实施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严格落

实‘四水四定’，加快构建现

代水网。实施东平湖、南四湖

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创建

黄河口、长岛国家公园，加强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建设黄

河下游生态廊道。”上述报告

提出。

在谈到数智化转型下的黄

河流域产业竞争力演变时，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余东华表示，山东的优势

很明显，应该做出示范和引

领，“面向流域合作，抓住关

键矛盾，发挥‘龙头’引领，

放眼全域合作，整合九省资

源，形成系统合力。”

“数字经济是山东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新的抓手。”中共山东

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经济

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杨珍说。

在杨珍看来，这几年山东

省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抓住了

机遇，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

求、高质量推进，取得了明显

成效。2021年，山东数字经济

占GDP的比重超过43%，数字

经济规模排全国第三位。根据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字中国

发展报告(2021年)》，山东数字

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

六。目前，山东在数字产业化

发展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要紧紧抓牢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发展，努力打造全国

数字产业创新发展聚集区、产

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杨珍

表示。

对于黄河流域的产业转型

路径，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袁红英表示，增强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竞争力需要加

强流域合作。

“要放眼全域合作，整合

九省资源，形成系统合力。”

袁红英说。她建议，加强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全流域

要素高效流动。加强人才互动

交流，为流域发展提供智力支

撑。加强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持续稳定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政府、

市场、智库三方面的重要力

量，发挥政府在推动高层级制

度的搭台作用，引导产业按照

市场需求延长流域的产业链，

唱好协同发展的大戏，推动各

省区的智库加强实质性的合

作，推出更多有分量、有影响

的合作成果，为黄河国家战略

做好决策服务。

经济导报记者从上述报告中

了解到，山东科技创新提速突

破，海洋国家实验室获批建设，

2项大科学装置纳入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布局，人才资源总量

超过1500万，国家级领军人才数

量翻了一番多。

“山东突出创新主体培育，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梯

次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

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瞪

羚’‘独角兽’企业，力争5年

内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翻

番。”上述报告提到。

“这是一种治疗肿瘤的高端

医疗设备，代表了国内医用加速

器的最高水平。由于其技术高

端、复杂，且价格昂贵，多年

来，国内市场一直被欧美生产厂

商所垄断。我们的研发团队最终

攻克了这一难关，掌握了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新华医疗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玉全对自主研发的

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如是向经济

导报记者介绍。

王玉全透露，新华医疗也因

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生产这种

高端放疗产品的厂商和第二个能

自主生产85CM大孔径CT的厂

商。作为今年被新纳入科改示范

企业名单的国有企业，新华医疗

2022年半年报更有说服力——— 其

感染控制产品线国内市场占有率

在70%以上，规模居国内第一。

其出色表现背后是山东健康

集团的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创

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1-8月，山东健康集团研发投

入2 . 4亿元，同比增加0 . 7亿元，

增幅43 . 91%。”山东健康集团董

事长周峰透露。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属企

业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今年1-9月省属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271 . 1亿元，同比

增长11 . 8%。

“科研经费投入年增长率保

持在10%以上，2021年集团科技

研发投入7 . 6亿元，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42项。”山东黄金

集团董事长满慎刚介绍说。

此外，山东能源、浪潮集

团、山东高速研发经费投入同比

增加也较大，前三季度分别投入

37 . 9亿元、37 . 1亿元、26 . 3亿

元，同比分别增加11 . 4亿元、4 . 2

亿元、6 . 3亿元。

“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打造全国区域创新中心。坚

持以‘十大创新’引领全方位创

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

份。”报告中提到。

“以创新引领为龙头带动国

企的快速发展，抓住了‘牛鼻

子’，抓住了创新驱动，也就抓

住了根本的动力。”国企改革专

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锦表示。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

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

点。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连续跨上三个万亿大

台阶，2021年达到8 . 3万亿元，

年均增长6 . 1%，今年前三季度增

长4 . 0%、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转型蝶变，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 0%，‘四

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提高10个百

分点，数字经济规模增长40%以

上，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巩固。”

近日，《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报告》发布，就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情况如是介绍。

今年 8月，国务院印发意

见，支持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这是党中央提

出“双碳”战略以来，全国首

个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的战略布局；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个以国发文件赋予山东

的战略任务。

突出创新主体培育

聚焦落实黄河重大战略

产业“减碳”发展“增绿”
先行者山东蓄积新动能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上述报告提到，山东绿色发

展成效突出，节能减排目标全面

完 成 ， 万 元 G D P 能 耗 下 降

18 . 4%，优于国家激励目标，生

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37 . 7%。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开

放型经济逆势增长，进出口总

额、利用外资增长近一倍，各类

市场主体比翼齐飞，今年前三季

度，市场主体总数达到1387万

户，选择山东、创业齐鲁越来越

成为共识。”报告称。

“双碳”目标下，绿色低碳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

五”时期，是推进能源结构绿色

低碳转型的关键期、窗口期，

也是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的黄

金期。在此背景下，多家鲁企

发挥内部资源优势，在绿色环

保等新兴产业中，积极培育发

展新动能。

以山东高速集团为例，近

期频频发力绿色环保产业。其

旗下山高新能源集团近日中标

中粮粮谷光伏系统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将向中粮集团提供涵

盖分布式光伏、储能、智慧能

源管理系统等一揽子绿色能源

综合解决方案。

此前，山高新能源投资、

山东路桥旗下中铁隆承建的山

西省长治市武乡县韩北镇光伏

发电项目正式签约，项目总投

资约 4 . 4 5亿元，装机容量达

100MW。山高新能源所属商河

县光伏电站(40MW)和济南市长

清区长峡电站(20MW)提质改造

工程项目也完成签约。

除了在新能源电站领域深

度合作外，山东高速集团旗

下山高控股与山东路桥还在

固废处理与再生能源领域开

展了合作。日前，山高控股

旗下山高环能与中铁隆共同

投资了总投资为2 . 73亿元的湖

南省湘潭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项目。

据了解，山东高速集团将

通过产业链协同、价值链提升

和生态链串联，在绿色环保产

业的发展上实现上下游配套、

区域市场协同、生态圈共建，

以群体突破的方式提升市场竞

争力。

水发集团则投资建设了山

东最大的援藏项目西藏日喀则

50兆瓦光伏储能示范项目，在

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仅

用半年时间建成发电，每年发

电量1亿千瓦时。

“我国碳达峰必须依靠绿

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而不是

靠对生产力的重创。”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二级研究

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主任周勇说。

山东科技创新

提速突破，海洋国

家实验室获批建

设，2项大科学装

置纳入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布局，

人才资源总量超过

1500万，国家级领

军人才数量翻了一

番多
掌握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新华医疗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自主生产85cm大孔径CT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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