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产业集群规模初现
两年来，科技园围绕智能科技、生

命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科技服务
业，打造“3+1”产业体系，园区累计注
册企业突破2000家，四大产业集群
初具规模。“园区有着产业基础、区位
优势和载体优势，非常适合研发、创
新工作，所以我们聚焦这四大产业。”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办公室主任崔同
湘表示。

2020年4月进驻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落地天津（滨海）海外人才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的天津菲尔茨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业级智能硬件、
软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科技公司。“目前，我们主要有智能监

测、清库机器人、微米级干雾抑尘系统
三大板块业务。”天津菲尔茨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行政总监
王皓郅说，“我们的微米级干雾抑尘系
统针对生产和使用水泥的企业，在源
头上进行治理，能有效降低扬尘。公
司也获得了2020中国建材服务业100
强、中国水泥设备智能服务企业10强
等荣誉称号。”

2020 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过程中，飞图同辉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网数集群对讲机技术在武汉
火神山医院实现应用。飞图同辉
副总经理甘蓉说：“我们公司是
2018 年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的，看中的是这里的政策和优越的
地理位置。我们的无线通讯设备在
不方便布线的地方能够很好地解决
通信问题，同时公司还聚焦养老市
场，研发了智慧养老机器人，助力养
老产业等。”

目前，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飞
图同辉、科芯、致导科技、卡雷尔、百川
生物、威努特等一批创新项目发展态
势良好，北京蓝星清洗总部、仁合益康
集团、华为智慧城市创新中心、菲尔茨
智能科技、轻松筹等重点项目相继落
户，新智能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生命
大健康和科技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规
模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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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踏响创新脚步奏响协同乐章

2019年1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仔细观看了“天河”系列超级
计算机、飞腾芯片、麒麟操作系统、人工智能配电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无人机集群智能控制系统等产品展示。他对
在场的企业研发人员说，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国家再往前发展也要靠自主创新。怎么能使中国人的创新积
极性调动起来？党和政府都在研究各种政策，创造良好氛围，营造优质环境。我们要继续做下去，让有创新梦想
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有信心又有激情地投入到创新事业中，中国的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能够实现。
两年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科技园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切实将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科技创新作为主责主业，持续增强科技园核心竞争力。2019年10月，科技园完成法定机构改革，通过竞聘
选贤任能，进一步提高园区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效能。2020年10月，科技园实现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产业布局、
统一招商引智、统一运营管理、统一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产业规划和项目布局的统筹能力。

“3+1”产业体系定位：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明确了以智能
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大健康为主导，
科技服务业为支撑的“3+1”产业体系。
三大主导产业聚焦自主创新，突出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加强产业前瞻技术突破,力
争通过产业培育，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科技服务业提供专业化、市场化
的创新服务，为三大主导产业提供有力
支撑。

基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优势和特
色，聚焦若干细分领域。其中，智能科技
产业聚焦智能装备、智能机器人、5G、大
数据、软件信息服务、线上经济等领域；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聚焦节能环保技术服务、
新材料、新型能源等领域；生命大健康聚
焦互联网医疗、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
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科技服务业聚焦研发
服务、创业孵化服务、检验检测服务、金融
服务等领域。

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布局多层次的
空间结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强化规
划引领，支持产业用地高效复合利用。空
间聚焦培养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
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化、集约
化和高端化。同时，调整增加部分新型产
业用地，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用地难的问
题，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中试、产业化的集
约平台和基地，助力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产业结构升级。

在空间布局上，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10.3平方公里范围内打造“一环一带三片
区”的城市发展格局。其中，“一环”为公
共活力环，连通南北向创新中轴（洞庭
路）、东西向共享走廊（泉州路）和北部、东
部滨水活力公园带，组成一个以街道、公
园等公共空间为载体的公共活力环；“一
带”为魅力滨水生态景观带，重点塑造贯
通永定新河到北塘渔人码头以水岸休闲、
生态体验为主的公共景观带；“三片区”包
括未来数字岛、魅力北塘湾、科创十字街
三个功能片区。

同时，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将积极与

周边功能区协同联动发展，在空间上建立
四区联动机制。“向北”借势中新生态城，
衔接优质学校、住宅等综合服务配套，串
联沿海蓝色旅游走廊；“向东”与综合保税
区强强联合围绕实现创新“五个自由”，加
快推进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各领域制度创
新；“向南”强化一体融合发展依托经开区
制造业基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将天津科技大学、国际生物医药联合
研究院纳入科技园政策覆盖范畴；“向西”
协同海洋高新区推动企业开展联合技术
攻关，提升创新研发水平。

未来发展目标及愿景：

到2025年，集聚资源、加速培育。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将围绕“3+1”产业体
系，聚集一批拥有自主创新技术、成长性
高、有带动引领作用的科技型企业，围绕
新赛道培育一批根植性强的瞪羚企业和
独角兽企业，初步构建成类中关村科技创
新生态。

到2030年，建立生态、率先突破。园
区将在推动全面创新改革领域发挥政策
创新示范引领作用，形成2-3个京津冀协
同发展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形成
成熟的类中关村科技创新生态。

到2035年，打造标杆、形成引领。园
区将全面建成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的引
领区、吸引聚集全球创新资源的高地、京
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示范区。

“未来产业规划、
空间布局及发展目标”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持续完善科
技企业服务功能，打造要素齐备的“类
中关村生态体系”。
崔同湘介绍：“近年来，科技园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两个关键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快新动能引

育，促进人才链、创新链、金融链、产
业链‘四链融合’，着力打造政策洼地和
人才高地。”

截至目前，科技园拥有百度
（滨海）创新中心、离岸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北创百联众创空间、中
关村雨林空间和滨海中关村智能

制造科创中心等 5 家市级众创空
间，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
限公司 1家市级孵化器，市级以上
双创载体达到 6 家。园区吸引海
外人才、聚集高新技术项目，推动
创新成果转化的能力进一步增
强。2020 年，离岸人才基地以驻

英、驻法工作站为支点，拓宽引才
渠道，吸引落地项目26个。积极开
展校地合作，与天津科技大学合作
共建天津生物与健康产业创新研
究院；与天津大学共建天津大学校
友之家，积极推动校企之间科研成
果转化。

四链融合优化产业生态系统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始终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坚定地将科技驱动、自主
创新、打造京津冀自主创新策源地作
为主责主业，持续增强科技园核心竞
争力。两年来，科技园已吸引和培育
了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劲、科技创新成
果丰硕的优秀企业，用实际行动交出
了一份自主创新的高分答卷。
“我们紧紧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围

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实现园区
工作高质量发展。”天津中关村科技园
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毅表示。
两年过去了，在创新精神的驱动下，不
少园区企业正在拥抱前沿科技，实现
了新突破。

2020年9月，园区企业赛优医药
（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优
医药）凭借“基于循环肿瘤干细胞构建

肿瘤患者个性化诊疗平台”项目获得
了首届天津“海河英才”创业大赛海外
人才创业赛二等奖。飞图同辉的网数
集群对讲机技术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实
现应用，卡雷尔机器人最新技术成果
在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重点推介并全
程提供智能机器人应用，威努特荣登
中国网络安全和新基建独角兽两大
“百强榜”，菲尔茨智能科技公司被评

为2020中国建材服务业100强，自主
创新已在园区内遍地开花。

近期，上海中如集团天津智慧储能
研究院项目、泛生子互联网医院项目、
天津永安职业健康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天津科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一批细
分领域龙头企业也纷纷选择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落地，优质的企业和平台正
推动园区快速迈向自主创新“策源地”。

加速迈向京津冀自主创新策源地

整合资源，协同发展。天津经开
区统筹天保控股公司、泰达集团、滨海
建投集团、高新区国资公司对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现有空置楼宇进行整
合，将通过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产业布
局、统一招商引智、统一运营管理、统
一工作机制，成为连接北京中关村和
滨海新区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此
次，将原有分布在各产权主体的商务
楼宇统筹管理，将破解多年来园区内
楼宇产权主体不统一、载体适用难、管
理难、运营难等问题，增加承接项目的
载体资源，吸引更多的招商项目进驻
园区。
“天津经开区与天保控股公司、泰

达集团、滨海建投集团、高新区国资公
司，好比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手指聚拢
变成拳头，就会形成合力，将释放出强

大的能量。”泰达产发集团科工园副总
经理汤洪亮表示，未来也将重点探索
产业协同与园区共建机制体制创新，
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本着“政府推动、
市场主导、互利共赢”的原则，逐步整
合盘活空置的载体，统一服务标准，促
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在此次整合后，目前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可统筹控制楼宇面积37.42
万平方米。根据统一规划、产业布局，
未来各楼宇板块招商也将各有侧重，
力争将园区打造成产业集聚和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未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将不断积极探索新的、更适
应市场的发展模式，打造“有灵魂”的
产业园区，让企业家们在科技园能够
“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创新事业中，令
这里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聚集地。

楼宇共下“一盘棋” 打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根据措施要求，滨海新区将推动科技
园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产业布局、统一招
商引智、统一运营管理、统一工作机制。
在科技园优先布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重大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服务业、
科技金融业等产业项目，统筹布局滨海新
区科技创新类项目，重点布局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

调整优化土地综合利用规划是本
次出台措施的一大亮点。根据产业发
展实际需要，可将部分商业用地调整为
新型产业用地，可调整部分住宅用地的

容积率，提高土地多样化供给和产业保
障能力。同时，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楼
宇资源也将整合形成“合力”。由经开
区统筹科技园各开发主体未出租和签
订协议但仍空置楼宇的经营、管理工
作，各开发主体给予经开区五年楼宇免
租政策。此外，金融保障产业发展能力
也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在经开区泰达
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下设立滨海—中关
村专项母基金用于支持科技园产业培
育和企业发展，引入滨海产业基金参与
母基金的设立。

多条重磅措施
推动滨海—中关村发展“提速”

成立引导基金，汇聚各类社会资
本及资源要素，创新“产业+金融+科
技”的供应链金融可复制推广的新业
态、新模式……近年来,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积极打
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域，强化金融
服务科技创新，全力助推区域高质量
发展。

为了支持滨海—中关村的发展，
经开区成立了泰达产业引导基金，
重点支持符合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我们在滨
海—中关村成立泰达科技金融中
心，采用市场化运作，打造行业技术
研发、创新应用、企业集聚、人才汇集
和监管创新高地。”经开区金融局副
局长邢承飞介绍说，“今年，天津市金
融局正式授予经开区在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打造‘天津商业保理创新发
展基地’，并配套十大创新举措，下一
步，我们将围绕供应链金融资、证、
单、票、信、链等重要环节，通过金融
科技赋能，在该区域创新‘产业+金
融+科技’的供应链金融可复制推广
的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打造金融创
新运营示范核心区域。”
同时，为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经开

区还在滨海—中关村布局了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和动产融资登记中心等功能
性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便捷性服务；
通过泰达科技金融中心，为企业的发
展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抓住科创
板试点注册制契机，充分调动金融机
构的活力，全力协助滨海—中关村企
业上市融资，为自主创新发展注入新
的血液。

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

园区面积10.3平方公里

楼宇面积37.42万平方米

累计注册企业突破2000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5家

国家科技中小企业65家

雏鹰企业57家

市级众创空间5家

市级孵化器1家

市级以上双创载体6家

落地海外项目2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