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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升级助推创新企业进入新周期

■ 崔彩凤

网络安全产业是国家网络安全能力的重

要支点，加快发展网络安全产业是推进落实

网络强国战略的迫切要求。成都高新区高度

重视网络安全，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着力

构建产业生态圈，科学规划信息安全产业链

及重点企业全景图，网络安全产业整体上呈

现蓬勃发展态势。截至 圆园员苑 年底，成都高新

区已聚集卫士通、亚信科技、中国网安等网络

安全企业 员源愿 家，产业规模占全国的 员源豫。

近日，成都高新区又迎来了 员圆 个大数据

和网络安全项目集中签约落户，总投资金额

达 猿员员援怨缘 亿元。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接下来，成都高新区将高质量推进新经

济与网络安全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成都建设

领跑西部、辐射全国的网络信息安全之城。”

梧桐树上凤凰栖
网络安全产业体系再添新血液

据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报道，种下梧

桐树，引得凤凰来！记者了解到，此次签约项

目中，多家企业将西部总部乃至全球总部布

局在成都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具备良好的产

业基础、人才支撑、配套服务和政策完善，这

些都有助于企业的后续发展。”当天签约的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黄

大九说，这里优质的产业发展环境已形成集

群效应，吸引企业前来入驻。

据悉，作为世界 缘园园 强企业、中国三大电

信运营商之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将投资 圆圆园 亿元，在成都高新东区建

立中国电信西部大数据中心，全部建成后将

拥有机架约 缘 万个，成为中国电信全国四大

数据中心之一。此外，还将在成都高新东区投

资金额达 圆苑援缘 亿元的中国电信“云锦天府”泛

在感知城市项目，规划建设感知城市涉及的

光网覆盖、无线覆盖、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将

高新东区打造成“天地一体、无缝连接”的高

速、泛在、智能的感知城市。

“成都高新区在电子信息、新经济、网络安

全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以及成都在整个西部地

区的市场辐射优势，吸引企业纷纷将其西部总

部乃至全球总部布局在此。”成都高新区科技

与新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中国

电信西部大数据中心以外，当天签约的项目

中，还有荣之联西南总部、泛微网络第二总部、

绿盟科技西南区总部基地（第二总部基地）、东

华软件西部总部及研发运营中心、宝尊集团西

部总部、鲁大师集团全球总部基地等。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签约

落户的 员圆 个产业项目覆盖了以大数据为代

表的新经济、电子信息、网络安全等多个产业

领域，将进一步完善成都高新区产业经济地

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

据了解，目前，成都高新区拥有网络安全

企业 员源愿 家，产业规模占全国的 员源豫，其中，

高新技术产业 愿远 家，营收过 员园 亿元的企业

员怨 家，拥有专业技术人员近 猿 万人，涵盖研

发设计、产品制造、解决方案与专业服务的产

业体系日臻完善。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网络边界正

在改变，网络安全成为护航以新技术为特征

的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盾牌，新经济产业

与网络安全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一大趋势。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促进网络安全产业与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经济

融合发展，在云安全、大数据安全、工控安全、

物联安全等领域成效显著，涌现出卫士通、久

远银海等主板上市企业，并吸引亚信集团、新

华三云计算等多家企业入驻。

新鲜血液的注入，加之原有企业的发展壮

大，反过来又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发展，使得成

都高新区新经济和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圆园员苑 年，成都高新区全区新经济产值达

猿猿园园亿元，其中，新经济活力区新经济产业总

产值达到 员苑园园亿元。目前，成都高新区已培育

成都市新经济百家重点培育企业 远怨 家，行业

龙头企业 远家、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 猿园余

家、瞪羚企业 远园 家、种子企业 源员园 家，已成为

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新经济产业发展的名片。

未来，随着更多知名项目的集中落户，相

信成都高新区的新经济和网络安全产业必将

迎来黄金发展期。

产学研协同赋能
自主创新核心技术“花”开成都

目前，作为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主阵

地，成都高新区不仅是科技部授牌的国家级

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还建有全国首个

信息安全产业园区———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

业园，以及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国家信息安全公共技术平

台、移动互联网公共技术平台。

这里，诞生了多个中国甚至全球“第一”：

中国第一个自主可控安全云，全球速率最高

的量子随机数发生器，中国第一款智能商用

密码手机……

这些核心技术产品为中国的信息安全产

业深深地烙上了“成都”印记。而这些核心技

术产品背后，是雄厚的研发实力作支撑。

“从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落地，可

以看出成都雄厚的科研基础实力。”中国计算

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严明表

示，成都聚集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一大批国

家重点高校、重点学科，汇聚了中国电科 猿园
所、圆怨 所、员园 所，中科院成都计算机所等优秀

研究机构，自主创新能力位于全国前列。

同时，成都高新区在电子信息领域拥有

中央“千人计划”人才 怨愿 人，四川省“千人计

划”人才 员圆源 人，“蓉漂计划”人才 员圆员 人。设

有三个密码硕士授予点，两个信息安全博士

授予点，为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人才支撑。

另外，成都高新区懂得将产学研相结合，

激发内生效应。在网络安全产品与电子信息

产品方面，成都高新区形成了以科研院所为

技术支撑，企业为研发生产的全产品产业链。

在国产自主芯片方面，园区聚集了英特

尔、格罗方德、德州仪器、恩智浦、展讯、海光、

振芯等 员圆园 余家芯片企业，研发领域涵盖网

络通信、智能硬件、信息安全、功率半导体、陨孕

等方面。在云计算方面，拥有西部信息中心、

成都云计算中心、万国数据、鹏博士、腾讯云

成都数据中心等重大基础设施，阿里、腾讯、

华为、金山、杂粤孕、浪潮、新华三、曙光等知名

陨葬葬杂 厂商均在此布局；在网络传输方面，形成

了以 圆怨 所、员园 所、猿园 所、电子科大为带领的

员园园 余家企业，其中，华为成研所将在成都高

新区建设全球首个 缘郧 测试外场；在终端产品

方面，汇聚各类技术创新和软件生态的新型

智能终端 怨园 余家，其中卫士通公司设计研发

的国内首款 源郧灾燥蕴栽耘 加密终端“卫士通尊御

安全手 酝葬贼藻员园”已于 圆园员愿 年 缘 月正式上市。

成都高新区还注重构建赋能型创新孵化

服务生态圈。与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西

门子、华为云等共建公共技术平台，服务园区

企业。截至 圆园员苑 年底，园区共认定软件类公

共技术平台 源愿 家，涵盖集成电路、大数据、软

件、光电显示、云计算、知识产权、信息安全、

虚拟现实等领域。

依托创新孵化体系，成都高新区不断加

快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核心技术研发转化，

初步形成“参与产业高端分工、创新浪潮持续

涌现、骨干企业规模带动、配套企业链条延

伸”的网安产业创新集群。

截至 圆园员苑 年底，成都高新区承担网络安

全国家级项目 猿怨源 项，其中，核高基重大专项

愿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苑圆 项；拥有知识

产权总数达 远圆圆源 件，其中，发明专利 员园怨缘
件，软件著作权 猿圆猿猿 件。

目前，成都高新区拥有端点安全、网络安

全产品、应用安全、数据安全、身份与访问管

理、安全管理六大产业领域 愿园 余种网络安全

产品和技术，基本涵盖网络安全全部产业链，

并在云场景、大数据场景、物联网场景、移动

场景四大应用场景率先发力，实现多个突破。

“从全国范围来看，成都的信息安全产业

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从产业规模来看，成都位

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谈及成都信息安全

产业的突出优势，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

程学院院长周世杰表示，成都的信息安全产业

集群比较完备，以中国网安为龙头的企业落户

成都，带动了成都信息安全产业的飞速发展。

目前，成都的网络安全产业已经形成了

研发设计、产品制造、解决方案与专业服务等

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规模占全国市场份

额超过 员辕缘，网络安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连续

五年保持 圆园豫以上增长。圆园员苑 年，成都网络

与信息安全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猿缘苑援缘怨 亿元，

同比增加 圆苑援圆源豫，其中网络与信息安全业务

收入 员愿苑援愿愿 亿元，同比增加 猿猿援猿缘豫。

改革引领直击“痛点”
“业界共治”共建创新生态圈

当前，成都高新区正聚焦新一轮产业变

革、区域竞争和城市转型发展，积极推进产业

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生态圈构建，着力打造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

构建产业生态圈，核心目的是服务于企业

发展。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方存好表示，传

统单纯依靠政府主导的产业生态圈构建存在

三个“痛点”：一是政府掌握土地、资金、政策等

资源，面对庞大企业群，难以动态精准掌握企

业需求，更难以持续专注于某一领域产业发

展。二是企业熟悉产业实情，洞悉自身痛点，但

企业间联络分散，也缺少影响政府决策的渠

道。三是社会中介资源丰富，但供需对接难，交

易成本高，难以有效服务产业。 咱下转 P2暂

胡润百富榜：
制造业仍是上榜企业家
最主要财富来源

胡润研究院 10 日发布的 2018 胡润百富

榜显示，今年共有 1893 位企业家财富超过

20 亿元，这也是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连续第

六年保持 20 亿元。

从行业来看，六成上榜者主要财富来自

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投资和 IT 这四大行业。

其中，制造业仍是上榜企业家最主要财富来

源，但人数占比从去年 27.9%下降到 26.1%；

房地产仍排第二，从 14.6%略升到 14.9%；金

融投资超过 IT 位居第三，从 10.9%上升到

11.6%；IT 排名第四，从 11.8%下降到 10.3%；

医药仍排第五，从 6.7%上升到 7.1%；社会服

务行业从 3.3%上升到 5.1%。 渊杨召奎冤

2018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
研讨会 11 月举办

记者 10 日从广西贸促会获悉，2018 中

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将于 11 月 23 日在广

西南宁市举办。本次会议以“‘一带一路’新动

力新格局”为主题，预计将有来自中国、德国、

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泰国、缅甸、柬埔寨、

老挝、越南等国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园区及

企业代表等逾 300 人出席。

研讨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广西专场推

介、重点国别专场推介、企业产品展示暨商务

洽谈会，为中外企业双方充分展示各自优质

产品、优质技术提供平台。据介绍，中国企业

跨国投资研讨会自 2007 年创办首届，至今已

成功举办 11 届。研讨会旨在助力中国企业开

展对外投资合作与国际化经营。 渊钟建珊冤

湖南八项举措降企业成本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实施方案》，出台八项举

措，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持续降低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

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降低用工成

本、有效降低用能用地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

成本、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激励企业内部

挖潜……据介绍，该实施方案出台的八大措

施“干货”满满。 渊侯琳良冤

河南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为引导企业有计划、持续性增加研发投

入，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等 5 部

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研发费用进行财政补助。其中，对考核优秀的

省级创新龙头企业，补助额最高 400 万元。

据河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为引导

激励河南省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河南省

财政在 2017~2019 三年期间每年安排 3 亿

元，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根据其年度研

发投入一定比例给予奖补支持。

渊余嘉熙 王佳宁冤

南方基金发布养老子品牌
“南方养老”

近日，南方基金正式发布养老子品牌“南

方养老”，并即将推出旗下首只养老目标基

金———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简称“南方养老

2035”，代码：A 类 006290 C 类 006291)。
据了解，南方养老子品牌将用以统一识别

南方基金旗下的养老系列产品，该子品牌以

“执我之手，与你偕老”为口号，logo 采用两个

舞动跳跃的人，色彩上延用南方基金主 logo的
蓝红色，传达了南方养老子品牌积极向上的态

度与活力，富有美好生活的象征。 渊王华冤

筲大数据：创新企业将在大浪淘沙中存活下来 筲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端提供创新工具 筲浏览器：支持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上市顺应时代潮流

筲工业互联网安全：期待多些政府引导基金等资金的支持 筲互联网应用入口平台：中小企业可望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 P2

推动网络安全之城在西部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