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徐州360

责编:吴霄 美编:张昊 校对:谭娜
2017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三

以创新驱动引领转型升级
奋力走在徐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列

点燃创新驱动引擎
牵引产业转型升级

◎曹志

◎梁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
今后五年“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发展目
标，“创新发展” 被放在了发展的首
要位置。近年来，贾汪区把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以创新驱
动引领转型升级，着力推进思路创
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
积极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标志性的
创新品牌和创新平台，形成集聚创新
的“强磁场”，努力在新的跑道上跑
出贾汪发展加速度。
强化思路创新，积极打造生态
旅游业品牌。贾汪是江苏唯一一家
国家级资源枯竭城市，但资源枯竭
不代表思路枯竭, 反而倒逼思路创
新。我们紧紧抓住国家首批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这一重要契机，补短
补缺补软，推动贾汪生态旅游特色
发展，确保首批创建志在必得。借力
借势，加强与徐州市区景点、台儿
庄古城等景区的联系与合作，精心
设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贾汪山水
温泉休闲旅游度假品牌。整合全区
4家 4A级景区和 1家 3A级景区
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宣传推
介，加强与携程、途牛等旅游网站
合作，主攻京沪线高端游客和淮海
经济区游客，确保来贾旅游人数比
上年翻番，突破 1000万人次，把旅
游业培育成为贾汪重要的支柱产
业。突出旅游富民，依托设施农业、
采摘园，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
乡村旅游，大力发展农家乐和特色
民宿，打响“全域旅游，贾汪真旺”
的鲜亮品牌。
强化机制创新，加快徐州工业
园区提档升级。作为老工业基地，贾
汪面临一些长期制约发展的体制机
制性障碍，解决这些问题靠老办法
不行，四平八稳、常规发展不行，按
双节长假里，
不时听到 “厉害
了，我的国！”这样
的赞叹。感恩祖国，
赞叹发自我们的心
窝——
—是 您 放 飞
白鸽，让我拥抱蓝
天的祥和；是您播撒芬芳，让我饱览九州
的春色。十月的山岭，起伏着力量的波浪；
十月的红河，澎湃着欢乐的歌唱。是您给
我们欢乐，让我们陶醉于幸福的生活！
现在的中国，就像时速 350公里
的“复兴号”，一直坐在车上的乘客感
受不到速度的惊人，只有那些坐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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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班、亦步亦趋也不行。我们坚持
以创新驱动引领全面振兴，以产业
振兴带动全面振兴。加强科创重大
载体创新型平台建设，加快 10万平
方米原创园二期、20万平方米 “四
海人家”人才公寓、中国松木家具研
发中心建设，新增 20家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吸引和集聚高端创新人才
资源，着力打造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高地。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
打造装配式住宅结构、煤磷化工、新
型材料特色新兴产业链。抓好重大
项目建设，坚持招大引强、招新引
优，围绕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目标，实
现园区发展年年进位，在全省开发
区排名三年每年进 10位，今年确保
创成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国家循环
改造示范园区。
强化平台创新，推动双楼保税
物流园区开放发展。要跳出贾汪看
贾汪、立足徐州看贾汪、站位淮海看
贾汪，以开放创新的思路来均衡协
调区内和区外资源，打造对外开放
新平台，强化开放合作，联动包容、
整合再生，切实激发创新活力。目
前，双楼保税物流中心已封关运营，
开通至上海洋山港的班轮航线，双
楼物流园区进入了通江达海的新时
代，港口成为了贾汪交通运输最大
的优势。加快 20个 2000吨级泊位
码头建设，开通更多直达国内一线
港口的班轮航线，力争港口年吞吐
量突破两万标箱。坚持以港带产，大
力发展加工贸易和仓储物流，吸引
全国知名物流企业入驻，建设名副
其实的“徐州港”，打响“枢纽徐州、
物流天下”品牌。提升保税物流中心
运转水平，推动海关、国检进驻，提
升大通关效率，把保税物流中心建
设成为国家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
和全市开放型经济的重大平台。
强化科技创新，着力推进潘安
湖科教园区建设。科技创新已成为

提高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支
撑，聚力创新必须牵住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抢抓潘安湖科教创新区
上升为市级战略重大机遇，下好科
技创新先手棋，打通“绿水青山”变
为“金山银山”的关键通道，将潘安
湖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树立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资源
的意识，加快推动江苏师大科文学
院和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
设，确保科文学院 2018年 8月前交
付使用、 9月 1日前 1万名大学生
入住；大力吸引高校研究生院、科研
机构入驻园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企业，打造贾汪未来产业。
强化理念创新，统筹推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贾汪是全市唯一的城
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区，我
们积极创新发展和改革理念，在农
民变市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等方面大胆改革，努力
建设全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示范区。
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绿色农业、现代农业，加强农业
“三品”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把农谷大道创建成为全国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全国都市农业示
范区。全力创建大吴新市镇、大泉墨
上小镇、潘安生态小镇、耿集和潘安
新型社区，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加速
实现由关注 GDP到关注百姓生活
的视角转换，让全区老百姓的 “口
袋”更加充实，力争在全市率先形成
“以产兴城、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
站在新起点，瞄准新目标，我们
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转型升
级，志存高远、攻坚克难，奋力走在
徐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列，推动
省、市党代会宏伟蓝图在贾汪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通客车上的乘客，才能体会到 “复兴
号” 从身边呼啸而过带走的——
—中国
浪潮。值得一提的是，这波 “中国浪
潮” 有一个此前几次科技革命都没实
现的突破。那就是，这波新浪潮从一开
始，就让普通人有极其明显的获得感。
科技的伟大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以基
础学科研究催生科技创新与商业落
地，不断引领人类向前，另一种是把领
先的科技场景化、商业化、普及化，从
而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显然，中国将
第二条道路发挥到了极致。《科技想要
什么》 的作者凯文·凯利认为：“中国
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包括互联网，包

(作者为中共贾汪区委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产业科技创新提出了一
系列新思想、新论断，确立了科技创新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江苏作为经济发
展大省和制造业发达地区，提出了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的目标，并进一步确立了“聚力创新”的
鲜明导向。近期，国家对徐州提出了建设
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省委将
徐州作为全省“1+3”区域功能战略布局
的重点功能板块，在我市发展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对于科技部门而言，要把建
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作为提升城市创
新驱动力和产业集聚力的最大战略机遇，
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打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强力引擎。
优化布局，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科学高效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是聚力创
新的有力支撑。要统筹推进“产业+企业
+平台 +高校 +人才 +金融 +政策”区
域创新生态系统，全力构建区域性产业研
发集聚中心、创新产业孵化集聚中心、产
业化发展集聚中心和高层次人才集聚中
心，实现创新创业实力、要素集聚程度、产
业发展水平、开放创新能力“四个明显提
升”，力争到 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5%，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过60%，我市成为淮海经济区重
大科技成果的策源地，产业科技创新高端
人才的聚集区，高成长性企业和高附加值
产业的强磁场。
分类推进，明确新旧两大产业发展
蓝图。推进产业创新，既要全力抓好高新
产业培育，又要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一方面，做好增量带动，培育 “四新经
济”。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形成
新业态、新模式，建成以生物医药、ICT、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为主导的高端特
色产业集群，逐步构建特色突出、结构合
理、优势互补的“3+3”高新产业发展格
局，实现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力争到2020年，高端产业优势更
加凸显，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 7500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比重超过
45%。另一方面，做好存量提升，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围绕煤盐化工、
装备制造、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 8个规
模超千亿元的传统优势产业，加强产业研
究、项目引导、协同创新和投资拉动，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拓展转型升级新路径，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品牌化、集群化发
展。力争到2020年，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建
成省级以上企业研发平台700家以上，全
市工业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超百亿企
业 15家以上，形成集约集聚、主业突出、
特色鲜明的板块发展新格局。
建设“一院一城一谷一区”，提升区
域科技创新承载力。着眼长远发展，加快
建设“一院一城一谷一区”，从平台建设、
财税扶持、租金补贴、成果转化和人才引
进、建设用地、科技金融、招商引资等方面
推进核心区发展，实现四大优质载体的优
势互补、错位发展。到2020年，徐州产业
技术研究院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江苏淮海科技城
成为区域有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和双创
载体集聚区，徐州科技创新谷形成高端资
源、先进技术和优质平台的集聚区，潘安
湖科教创新区成为产学研一体、学城融
合、智慧生态的综合型科教创新基地。
完善工作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加速
聚集。完善“两层三级”政策体系，重点研
究制定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中
国矿业大学加快产业科技创新工作的试
点方案”、“市 2亿元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等科技支持政策;建立科技创
新重大工作市厅会商制度，健全市、县
（市、区）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科技政策精
准落地。完善产业提升体系，实施重大产
业升级专项和产业技术创新专项，加快构
建四个层级的科技型企业创新梯队；研究
促进高新区改革发展的意见，重点推动徐
州高新区提质扩量、进位争先，确保邳州、
新沂省级高新区通过验收并进入全省先
进行列，力争 2017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14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38%。完善双创平台
体系，围绕主导产业建设众创空间、创新
工场等新型载体，积极打造集研发设计、
融资担保、科技服务于一体的创业孵化平
台。力争2017年新增国家级、省级创新载
体10家，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 90%以
上。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
协同创新模式，重点推动工程机械、生物
医药、ICT等产业建设创新联盟，构建区
域协同创新网络；跟踪创新徐州·大院大
所合作对接会成果，推动更多的合作项
目在徐州落地；开展“小分队”专题产学
研对接，支持徐工、协鑫、精创电气等企
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本土跨国企业集群。力争 2017年
校企联盟总数达 1600家。完善科技金融
体系，探索政府、银行、投资、担保、租赁
“五位一体” 科技金融长效机制; 举办
“发现徐州·科技金融推介会”，加快建
设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淮海基金大
厦”，打造银企对接平台。创新金融支持
方式，设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智慧工场
创新基金等，探索开展“徐科贷”、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力争 2017年创投
资金规模达 2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2.2%。完善知识产权战略体
系，全力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加快
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推动各类产
业园区向知识产权密集型园区转变;开展
专利执法维权“护航”专项行动，营造良
好知识产权环境。力争 2017年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7件。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科技管理审批和商事制度改
革，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建
设“互联网 +技术交易”的江苏淮海技
术产权交易中心，打造面向大众的 “双
创”全程服务平台;持续优化人才环境，
进一步拓展“彭城英才”、大院大所对接
会、科技招商会等招才引智平台，培育一
批高层次创业团队和具有核心创新能力
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感技术领域蜚声海内外，曾被聘任为世
界精密仪器公司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
裁。当祖国发起“千人计划”，他第一时
间响应号召，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事业
“黄金期”。他说：“一个人的成功果
实，要挂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
上。”这句质朴的话语，既蕴含浓浓的
爱国情怀，又充满深深的哲理。“人生
为一大事来”的天眼之父南仁东，身上
有一股子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
神，更有一种攻坚克难、忘我奉献的斗
志。他坚持走遍每一个窝凼，对每一个
细节都不轻易放过，对每一个关键点都
亲力亲为，南仁东身上更有一种真诚质

朴、精益求精的品格。“中国天眼”因为
有了南仁东的生命浸润，同样也具备了
相应的品格——
—规模宏大、难度高超、
细致绵密、精益求精。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未来 5
年，我国将迎来人才“进大于出”的历
史拐点，以海纳百川的气概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有人说，祖国就像自己的父
母，你是无法选择的；你爱自己的祖
国，你为祖国要有所承担，这也是一种
义务。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
展、民族的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
人何愁不能获得磅礴的精神力量，又
何愁无法抵达更高的人生境界。

“厉害了，
我的国！”
◎文泊月

括机器人，包括 AI。”《大趋势》的作
者奈斯比特表示：“中国在人类即将到
来的新浪潮中取得领先地位，我毫不
怀疑 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浪潮来了！”中国人对此充
满自信。美国媒体彭博新闻社网站刊
载克里斯托弗·鲍尔丁的文章《为什么
中国如此自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
国社会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印象。文

章称，普通中国人高度乐观，中国消费
者信心指数在今年 7月达至 114.6点，
升至自 1996年以来从未出现的高水
平。这种乐观不仅来源于中国经济持
续保持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而且还得益于中国近年来对于世
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贡献越来越大。
“中国浪潮来了！”中国人为此不
懈奋斗。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张学记在传

（作者系市科技局党组书记、
局长）

精心治疗 悉心护理 诚心相待
市肿瘤医院胸外科侯予龙团队克服高龄患者手术难题，助老年人重获新生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瑾

医患信任，
八旬翁坚持要求手术
“ 对 于 75 岁 以 上 的
肿瘤患者，增一岁便多一
层危险，在手术和术后护
理阶段，需要格外的细心，
一丝一毫不可大意。”不久
前刚刚为一位 79 岁的食
管癌患者做肿瘤切除术的
徐州市肿瘤医院 （市三
院）业务副院长、
胸外科主

据侯院长介绍，
这位 79 岁
的耿姓患者在患食管癌之前曾
因左、
右肺癌做过两次手术。最
初是 2009 年 1 月发现 “右上
肺癌”，
在外院施行了“右上肺
癌根治切除手术”，
术后恢复良
好。2016 年 3 月在一次定期复
查中，
患者通过胸部 CT 检查，
又发现左下肺有一个大小约
2.5cm 的肺毛玻璃影，遂慕名

来到市肿瘤医院 （市三院）胸
外科就诊。侯院长根据影像学
检查及病史分析，考虑恶性可
能性较大。经侯院长胸外科团
队及肿瘤多学科会诊中心专家
研究，
患者在完善检查后，
由侯
院长及其团队为耿先生进行了
“胸腔镜左肺下叶癌根治术”，
术后病理证实为早期肺癌，术
后恢复顺利。

生命无常，创奇迹归功多方配合
2017 年 8 月，患者因进
食哽咽感逐渐加重，再次来到
胸外科求治，不幸的是在检查
中发现耿先生的食管也出现
了癌变，而且病变很大，已经
累及到了胃的贲门部。
考虑到患者既往有过两
次胸部手术史，肺功能明显减
退，胸腔及腹腔的黏连也为手
术增加了难度，尤其是患者已

经 79 岁，身体状况不佳，种种
情况都给手术带来了挑战。侯
予龙和他的团队多次和患者
家属交流沟通，家属非常理解
近 80 岁的老人做第三次大手
术的风险，决定把选择权交给
患者本人。没想到患者因为上
一次的手术对侯予龙团队非
常信任，不惮出现任何风险，
态度坚决地要求手术。

任侯予龙博士说。
在徐州市肿瘤医院
（市三院）的胸外科，每年
来院手术的老年肿瘤患者
达数百余例，患者中年龄
最大的 83 岁。从术前患者
家属的犹豫不决到术后医
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一位
位老人从病魔中走出困境
的背后，既饱含了患者对
医院的极大信任，更凝结
了医务工作者精密智慧的
劳动和无微不至的爱心。

迎险而上，
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生命的复杂和个体的差
异 造 成 了 医 学 的 风 险 性 ，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损
害自己和医院的名誉，有些
医生常常会放弃最优的医疗
方案。侯院长告诉记者，医学
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患者
的信任和配合会给医生带来
勇气，而患者的怀疑和犹豫
也会让医生产生顾虑。如果
患者给予医生理解和信任，
那么医生往往会迎险而上，

为患者争取一线生机。
面对老人和家属的笃定
和对生命的渴望，侯予龙博士
及其团队顶着巨大的风险压
力接下了这台手术。手术中，
医务人员克服了患者在全身
麻醉中随时会发生呼吸骤停、
血压急降的种种可能，每分每
秒都紧绷着心弦。历经两个多
小时，手术终于在各环节的配
合下顺利完成。
术后恢复对老年患者来

说亦是一道坎。老年人体质
弱，抵抗力差，容易引起肾衰
等并发症，需要医生格外地
关注和护理人员的悉心照
顾。借助市肿瘤医院胸外科
团队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护理
团队的精心护理，老人家经
过一段住院养护，重获新生。
回顾自己近 8 年来与癌
抗争的坎坷历程，耿先生很激
动，
哽咽地说：
“可以说这几年
我经历了三次起死回生，刚开

始治疗时认识的一些病友，有
的已经不在了，他们只不过患
了一种癌症，而我患了三种癌
症，能活下来我真的非常感谢
徐州市肿瘤医院，感谢侯院
长，感谢胸外科的每一位医护
人员！”

“医学是爱的产物”，侯院
长总结耿老先生的病例时认
为，老人的康复一方面取决于
医务人员的精湛医术和精心治
疗，另一方面也和患者的决心、
信心分不开的。侯予龙博士认
为，患者多一分信任，医生就会
多一分冒险的勇气；患者多一
分怀疑，医生就会多一分退避的
顾虑。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
学。生与死，只有概率，没有定
数。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成正
比。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
收益就越大。如果患者给予医生
理解和信任，愿意跟医生共担风
险“赌一把”，医生就会迎“险”
而上，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医
生之所以敢冒风险，既缘于对生
命的敬畏，更缘于对人性善良的
笃信。医患是生命共同体，惟有
信任，才能共赢。在医疗决策
中，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
心灵默契。最后，他引用了一段
典故来说明：
“扁鹊告诉徒弟：
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信者，
患者本人意愿强烈，配合治疗，
身体机能恢复快；不信者，内心

潜 意 识 就 暗 示 这 肯 定 不 行 ，他
又怎么能配合治疗？”
近年来，市肿瘤医院胸外科
收治的像耿老先生这样的患者
还有许多，他们都是出于对主
治医生和医院的信任，遵从医
生的治疗方案，在市肿瘤医院
获得了新生。有位 78 岁的退休
教师患有肺癌，起初对手术比
较打怵，在朋友的推荐下，家属
说服老人在市肿瘤医院做了手
术，经过周到的护理，目前生活
得很好；还有一位 80 岁的食道
癌患者，食管及胃上有两处癌
变，家人本打算带他去上海手
术，他坚持选择了市肿瘤医院，
术后愈合良好，如今两三年过
去，生活依然如常人。
从医 20 余年、作为“人才
引进”入职市肿瘤医院的侯院长
说：
“所有的医生都希望为患者
解除病痛，在医疗过程中最难的
往往不是医学技术，而是患者与
医者的配合、医者对患者的用
心。对老年肿瘤患者，在治疗康
复的路上每一步，每个环节上都
需要格外得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