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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制造业大市

就在上个月，国务院发布关于
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简称 7号文。这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国务院第二次出台关于
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文件。上一次要
追溯到1991年，当年国务院出台关
于批准国家高新区和有关政策规定
的通知。

两次发文都具有时代意义，高新
区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截至目前，我国有国家高新区
169家，国家高新区以占全国0.1%的
面积，贡献了全国12%的GDP和税
收。集聚了全国70%以上的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
程实验室，拥有研发人员占全国总量
的四成，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达
8000多亿元，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
出的一半。

国家高新区可以说是我国推动
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重镇。当下有
些国家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和科技围
堵不断加剧，技术封锁或成常态，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深刻调整，时代
生变，国家高新区必然要有新思路、
新担当和新作为。

就南京而言，高新区谋变已久。
今年上半年，南京经济总量居

全国第九，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京
首次跻身全国经济十强。近年来，
无论是经济发展、创新名城建设还
是城市美誉度、影响力，南京都实
现大幅提升，走在全国前列，备受
外界瞩目。

与此相比，应是作为城市发展高
地的高新区，南京的高新区还称不上
国内一流，离全国前列还有相当距离。

2019年南京高新区在全国169
个国家高新区中排名15，比2018年
前进 5 名，而 2018 年排名 20，比
2017年前进了7名，10年来首次进
入前20强。

排名连续大幅进位，得益于改
革。南京市委、市政府深刻意识到：园
区的发展，尤其是高新区的实力和地
位已经和南京的目标追求严重不匹
配。

2017年南京出台《南京市科技
园区整合设立工作方案》的通知，将
全市83个园区整合为15家高新园
区，全市12个发展板块，每个板块至
少有一个高新园区，并明确将15个
高新园区纳入市对区综合考核新体
系，并作为各区党政主要领导考核的
重要内容。

表面看，这只是园区整合。实质
上，这是城市发展思路在进行重大调
整。南京重新将目光聚焦园区，回归

“项目为王”“产业兴城”，强化全市统
筹，告别“诸侯混战”。

一方面，南京轰轰烈烈建设创新
名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

“南京创新”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南
京对产业的推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同样不遗余力。

本世纪初南京提出“退二进三”的
产业发展思路，并在“十三五”规划明
确，将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结构。2005年，南京三次产业增加值
比例为 4.2：48.9：46.9。到 2018 年，
这个比例变为2.1:36.8:61.1，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比较13年前下降了12.1
个百分点。根据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数
据，同期，南京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了
13.2个百分点。

南京服务业占比超过六成，但

值得深究的是，服务业占比提升的
背后，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做大变
强了吗？南京经济总量已过万亿
元，但在2017年6月之前，南京连续
41个月工业投资出现负增长，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在省里低于其
它几座城市。

新冠疫情为城市发展带来诸多思
考，其中一项重要启示就是要增强城
市经济韧性。

作为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
要经得起风雨，南京不仅要有强大的
服务业支撑，更必须是先进制造业大
市！大力发展高新区，势在必行。

与第一梯队比肩竞争

南京是东部重要中心城市，高
新园区发展基础深厚。目前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全市比重超过 75%，
规上高新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全市的
91%，高新园区科技创新活动高度
集聚，成为南京经济发展和科技创
新主阵地。

在整合成立的15个高新园区，
多个园区已初步形成各自的主导产
业——

雨花台高新区，近20年来心无旁
骛专攻信息与软件产业。目前软件产
业收入超1800亿元，占全市40%、全
省1/5，集聚2800余家涉软企业、27
万软件人才；

江宁的智能电网产业领跑全
国，智能电网产业产值突破1200亿
元，集聚了200多家相关科研院所、
骨干企业和配套企业，拥有专利600
多件，出台了全国继电保护领域
90%以上的技术标准，形成覆盖发
电、输电、变电、配电等六大环节的
完整产业链；

江北新区聚力发展生命健康产
业，全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近千亿元，
这两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35.5%、
60.3%，呈爆发发展之势，集聚产业链
相关企业800余家、海内外院士团队
31个、行业相关人才4万余名；

新港高新园，集聚LG、夏普、中电
熊猫等一批龙头企业，涵盖液晶显示、
OLED、激光显示等领域，液晶模组年
出货量一度占据全球份额12%，新型
显示产业规模超千亿。

南京十五大高新区发展较为均
衡，落差不算大，几大园区各具产业特
色，部分园区已形成“专精特新”的产
业专门化特征，为高新区未来发展奠
定了条件。

此外，南京高新园区在空间上占
有优势，南京高新区一区十五园，园区
总面积627平方公里，多于武汉东湖
高新区的518平方公里，而综合排名
居前的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占地
面积都不到500平方公里。

对比其它高新区，南京高新区

整体上未能形成鲜明特色，没有出
现在全国叫得响的地标产业，缺少
产业高峰。除了排在前三的北京中
关村、深圳高新区、上海张江，国内
多个高新区已在某个产业领域占据
压倒性优势，如武汉东湖的光谷、合
肥高新的声谷，湖南株洲的轨道交
通等。

就在“十三五”期间，各地园区
大力推动机制体制改革，如在政策
先行先试方面，中关村和成都高新
区出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
郑州高新区、济南高新区、天津高新
区等按照市场化导向，围绕组织机
构、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推动管理
体制改革创新；成都高新区，则率先
探索构建由政府、企业、专家等多方
参与、共同治理的业界共治产业发
展新模式。

还有，南京的园区发展多年受同
质竞争困扰，全市以软件信息为主导
产业的园区达到9个，以智能制造为
主导产业的园区达到8个，以生物医
药为主导产业的也有5个。

从利好面看，南京高新区发展潜
力大，不仅具有相对充足的空间载体
供给，其工业总产值、入驻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等指标也与武汉东湖高新区相

当，具有与国内第一梯队高新区比肩
竞争的实力。

南京的目标是跻身全国高新区前
三，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成立高
新区管委会总部，意味着昔日一哄而
上的“遍地开花”，将在一根指挥棒下，
成为发展的“满园春色”。

改革激活发展锐气

有活力才能发展，活力往往来自
于改革。原本是改革先行者、创新高
地的高新园区，经过三十年发展，不
同程度出现活力不足、机制僵化、人
员冗余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行
机制存在“机关化、行政化”倾向，考
核分配存在“大锅饭”现象，园区发展
锐气不够。

继2017年南京将83个园区整合
为15个高新园之后，今年4月南京出
台《关于优化开发园区管理运行机制
的若干指导意见》，明确园区要“去行
政化”，并提出七项具体改革要求，如
剥离园区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园区自
主设置工作岗位，推行全员聘用，淡化
行政、事业人员身份，设置不低于3%
的不合格人员刚性淘汰率，根据公务
员税前薪酬平均水平的1.5倍至2倍
确定开发园区年度薪酬总额，园区自

主决定薪酬分配方案。
一方面，整合园区，园区发展实现

市级统筹调度、统一考核；一方面，充
分放权，整合资源。

“以后没有科长这个叫法了，要叫
我‘主办’。”今年6月，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简称南京经开区，牵头园区为
新港高新园）管理运行机制改革首批
竞岗人员公示期结束，一批“主办”正
式赴岗上任。

今年3月底，南京经开区完成大
部制改革“瘦身强体”，由原先的22
个内设机构精简为15个，聚焦主责
主业的内设机构达80%。同时，取消
内设“科室”，管委会原94个科室调
整为业务单元，单元负责人通过报
考、面试，接受评委打分，凭真本事竞
聘上岗，一举打破公务员、事业编、企
业人员身份限制，实现三类人员在新
设置岗位聘用体系下“一视同仁、同
台竞技”。

南京经开区取消“科室”设置，成
立招商中心，普通工作人员干得好完
全可能比“领导”收入高，涉及社会管
理、民生服务的108项审批事项移交
给栖霞行政区，放下社会事务管理包
袱，轻装上阵搞创新抓发展。

今年1月8日，在金鱼嘴基金街
区路演大厅，建邺高新区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竞职演讲——面向全区机关、
事业单位、国企等公开选聘工作人员，
这也是南京主城高新区中首次实行全
员聘任。

建邺高新区先后开展两轮干部
竞岗大会，推行干部全员聘任制和企
业化考核激励。“从薪酬待遇上打破
身份界限，畅通收入提升通道和职级
晋升渠道。”建邺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崔勇说。

公开选聘后，退出的干部队伍
平均年龄50岁，新管委会中层干部
平均年龄36岁，一般干部平均年龄
30岁，学历全部为本科以上，人员结
构得到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
科技人才等负责经济发展的岗位占
比达83%。

今年3月，建邺高新区加挂南京
高新区（建邺园）牌子，这标志着建邺
高新区“一区多园”转化正式完成。新
城科技园、江东商贸区、中央商务区子
园区资源归于“一区”，分散的资源聚
合、激活、充分释放，形成创新发展大
合力。

高新区谋求三大突破

以改革激发活力，在激烈的城市
竞争中，没有强大的高新区，就没有强
大的现代城市。

1991 年国务院发文，选定全国
21个高新区为国家高新区，南京浦口
高新区名列其中。29年过去，在那批
先行园区中，不再领先的南京高新区
奋起直追。

南京高新区要攀向巅峰，除了
解决机制体制的问题，还要取得三
大突破。

最关键的任务，是要告别产业无
地标、无高峰的尴尬，南京高新区要有
辨识度，要在全国、全球具备竞争优
势。在发展五大产业地标的基础上，
南京推出八大产业链，全面实施“链长
制”。未来五年每个产业链主营业务
每年增长20%，“十四五”期间全面建
成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产业链安全高
效、产业生态循环畅通的先进制造业
体系。

强链补链，必须要打一场场硬
战。以软件信息产业为例，按工信

部统计口径，在产业规模上，2019
年，南京软件业务收入约 51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1% ，占 全 省 的
51.4%、全国的 7.1%。全市拥有重
点涉软企业 5300 家，全国百强 8
家。而从产业的上下游链看，南京
在基础软件、平台软件等领域，存在
产业链空白，新兴软件中，缺少移动
互联网巨头企业，未能形成浓厚的
互联网产业生态。

针对短板，放眼长远，江北新区
聚焦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全流程
EDA工具系统以及支持最先进工艺
的 IP 库和集成电路设计服务等方
面，集聚全国之力，依托行业龙头企
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紧
密合作，集中优势资源、引入高端人
才、持续投入资金、开展联合攻关，努
力打造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国家级产
业创新中心，推动国产EDA自主发
展，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安全提供支
撑保障。从补链强链，南京优势突
出。三年创新名城建设，南京已发展
出近400家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引进
企业5800多家，其中规上工企和限
上服务企业接近一半。创新名城建
设下一阶段的重点，就是创新和产业
紧密结合，针对强链补链发展新型研
发机构，培育企业快速成长壮大。

第二大突破体现在空间上，南京
要通过发展高新区下活全城一盘棋。
老城区空心化老化，是国内外大城市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通病。南京将空间
逼仄的城区纳入高新区范畴，将城区
拽上发展赛道。

2019年南京1号文明确提出打
造“城市硅巷”，发展“硅巷经济”，要求
玄武、秦淮、鼓楼三个主城区各完成
20万平方米“城市硅巷”建设。“城市
硅巷”三大来源，即主城老校区、低效
用地和闲置载体。

老城区要有新气象，省内“最迷
你”的省级高新区是南京秦淮区的白
下高新区，总面积2.29平方公里，集
聚了近130家智能交通相关企业，包
括中设集团、莱斯信息、通用电器、赛
康交安和新通智能等车联网重点领
军企业。今年1月园区启动省级先
导区5G-V2X平台建设5G-V2X平
台建设，覆盖白下高新区14条近15
公里的主次干道，已能提供40多项
车路协同功能场景服务，预计车联网
产业3~5年内带动新增500亿规模
产业收入。

前两大突破能否高效实现，在于
市场化程度有多高。新成立的南京
高新区管委会总部将推动组建高新
区发展公司，公司由政府引导、国资
控股、市场运作。聚焦为15个高新
园赋能、专注高新技术产业、用专业
手段开展市场运作。高新区发展公
司已选定六大投资方向，包括高新技
术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技术平台，具
有核心技术的高成长性企业，支持各
高新园区主导产业的强链、补链，推
进自主可控关键技术和原创突破性
技术产业化落地等。

29年前，在国务院批准我国首
批国家高新区的通知中，最后一段
话，“依靠我国自己的科技力量，促进
高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对于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的改
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读来，更
为振聋发聩。

本报记者 李凯 世停 雯斐
惠栋 鹿琳 颜芳

题图为麒麟科创园。

高新区聚变折射城市发展思路之变高新区聚变折射城市发展思路之变

南京雄心南京雄心：：““整装整装””园区园区，，挺进前三挺进前三

8月10日上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揭开红绸，南京高新区管委

会总部在长江之北挂牌。

整个仪式不过三四分钟，却开启了南京高新区获批29年来，南京园区发展

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场变革。

高新区谋变，放在全球发展环境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意义尤为深远。成立高

新区管委会总部，让“散装”园区走向“整装”，是一座服务业占比超过60%的中心

城市重新审视制造业，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兴城”，走“创新之路”的必然选择。

三十而立再出发，这次南京瞄准的是全国前三和世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