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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君

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就进一

步加强对奶业科研创新的支持，提升奶业全

产业链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奶业的国际

竞争力提出相关建议，为促进奶业高质量稳

定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奶业做优做强注入

科学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奶业产业链长，涵盖一

二三产业，奶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

科技创新。魏立华建议，增加奶业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

机构、重点实验室等加强合作，在奶牛育种、

牧草种植等奶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大帮扶

和支持力度，促进奶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君乐宝启动“科学战略”，着力构

建科学创新体系，提升科技研发实力，在产

业链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卡脖子”环节加强

科研开发。

此前，君乐宝一直以科学布局全产业

链，仅在牧草种植和奶牛养殖方面就投入了

80亿元，并在原有世界级牧场、世界级工

厂、世界级合作伙伴、世界级管理体系的基

础上，增加世界级育种和世界级研发，升级

为“六个世界级”模式。特别是君乐宝采用

国内外同步自主育种模式，加快实现奶牛育

种关键技术自主突破，逐步降低对国外种源

依赖度。其位于美国的全资子公司爱森科

技，现拥有19头优秀种公牛，其中有5头种

公牛进入全球前200名，育种水平达到国际

一流。

作为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奶业企业，君乐

宝始终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

责任和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做出了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全面规划，并争取与利益相关方

和全社会共赢发展。在产业布局上，君乐宝

形成了“田种草、草喂牛、牛产奶、粪还田、沼

气发电”的生态循环产业链，仅一个万头牧

场每年就可发电1000万千瓦时以上。

此前，中国已做出了2030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双

碳、绿色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等也对乳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提出更多要求。魏立华在建议

中提到，建议鼓励企业在节能减排、粪污管

理、低碳产品、低碳产业链等方面加强投入，

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奶业产业。

“通过‘六个世界级’模式打造世界级的

好牛奶、好奶粉，用科学营养为不同年龄段

国人提供精准的健康升级解决方案。”魏立

华表示，未来，君乐宝将以科学战略为核心，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用科学的发展理念、

科学的全产业链布局、科学的营养标准、强

大的科研实力，解锁大自然的鲜活营养，推

进奶业高质量发展。 （商 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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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魏立华：

进一步加强
全产业链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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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佳

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立足内蒙古自治

区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不断夯实发展基

础，着力打造对外贸易发展新引擎，2022年

通过“提质进位”工作部署，进出口总值达

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171.9%，带动全市

外贸增长42%，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

“三聚焦”抓实工作举措

聚焦疫情防控，保障入区企业生产经

营。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完善疫情防控制

度措施，构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疫

网络，开展疫情防控“清零行动”，领导干部下

沉一线，对经营场所、通行卡口、生产企业等

重点区域进行驻点包联督办，派出1个工作

组5人深入到7家入区企业、2个建设工地、3

个机关事业单位蹲点值守督促落实防控工

作，切实落实“四方责任”。发挥党组织和党

员先锋作用，7名党员持续坚守一线，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加强各类场所闭环管理，督促

各类主体在各出入口安排专人值守，严格出

入查验登记。开通疫情防控问题专线，为企

业送达价值9万元的疫情防控物资。建立了

综保区进口非冷链货物疫情防控台账，配合

海关等部门全年督导企业完成进口货物预

防性消毒和抽样核酸检测26批次，为进出

口货物的顺利通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聚焦对标先进，培育区内保税产业。

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开展对标创建行动，

通过对标天竺综保区，重新修编产业规划、

优化整体布局，推动综合保税产业健康发

展。构筑电子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推动构

筑集贴片、封装、测试等产业的保税加工产

业链条，在现有电子加工项目发展的基础

上，引进芯片封装保税加工项目落地投产，

引进智能电子终端产业合作项目，全年加

工贸易进出口值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

173%。发展保税展示产业，引进草原丝路

文物艺术品保税展示项目，拓展业态创新

文化服务业务。引进特色金融产业，与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平安、中检集团等

机构建立全面金融合作，为区内企业提供

便捷的信贷金融、检测认证服务。

聚焦提质进位，夯实工作推进措施。鄂

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制定《鄂尔多斯综合保税

区提质进位实施方案》和《鄂尔多斯综合保

税区绩效评估指标目标任务细则》，对综保

区绩效评估涉及的54项指标逐一进行分析

研判，确定了全年目标及推进措施，明确分

工，责任到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建立

“一日一报告、一周一汇总、一月一分析”工

作机制，及时找差距、补短板、促提升。指派

专人紧盯项目生产进度，保障各企业生产计

划如期完成。开展不定期督查，将工作落实

情况纳入实绩考核，提升工作紧迫感，进出口

值、区内活跃企业等各项指标均显著提升。

“三强化”提升发展质量

强化招商引资，增强发展后劲。鄂尔

多斯综合保税区绘制招商地图，制定完成

《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五年规划

（2023-2027）》和《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

招商引资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2年先

后6次到北京、上海、厦门、重庆、青岛等地

开展精准招商，同时以线上招商、产业链招

商、特色产业招商为主要方式，全面挖掘招

商引资项目。全年新增注册企业49家，增

长80%；其中引进跨境电商企业23家，完

成全市首单跨境电商1210业务，实现商务

局统计口径跨境电商进出口值12亿元。

强化项目建设，加大开发利用。鄂尔

多斯综合保税区以抓开工、抓手续办理为牵

引，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建设。标准

化厂房二期开工建设、跨境电商智慧公共保

税仓全面建成、空港跨境进出口商品直营中

心全新升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数

据联通、综保区围网升级改造工程完成。大

力推进区内研发项目开展进出口业务，支持

企业申报研发专利，全年获批专利3项，研

发业务进出口值实现零突破。本着“找差

距、补短板”的原则，推动外资利用，大力支

持已落地项目利用外资，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金额达到97万美元，同比增长97倍。

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鄂尔

多斯综合保税区按期兑现政策扶持资金，

通过争取上级财政资金、建立政策资金池

等措施，保障按期兑付政策扶持资金，在入

区项目及有关领域内树立起诚信政府、效

率政府的品牌。设立综保区商务服务中

心，为入区企业提供集“咨询、注册、财务、

报关、审计、法务”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

务，全年为60多家企业提供帮代服务，其中

提供报关服务16家，注册代办15家，代理

记账20家，出具审计报告58余份，提供咨

询服务100余次。主动帮助企业匹配扶持

政策，组织区内企业参加各类政策培训会

11次，实现了政策匹配由被动到主动的转

变。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通过会议、问

卷等形式每月向企业收集经营中的困难和

问题，联合海关、商务、市场监管、税务等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方案，切实做到

困难及时帮办、问题及时解决。

通过“三聚焦”“三强化”，鄂尔多斯综

保区各类指标大幅跃升，发展质量效益稳

步提升，为提质进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 文/吴广宁 张予程

“我们将为企业参与境外展会提供

切实帮助，以丰富的策划组织执行展览

及会议等商务活动经验，全方位助力企

业出海。”新天维瑞德(上海)会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峰在与厦门市设在印度的联

络点负责人阿都尔签订国际展会参展合

作协议后表示。

3月14日，厦门市商务局海联会客

厅首场金砖主题活动“走进印度”在厦门

市集美区文确楼举行。如今，海联会客

厅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期。通过每月一期

活动的开展和宣传，海联会客厅发挥对

外联系优势，架起了与众多国家之间沟

通往来的桥梁，初具规模、颇有成效，正

逐步成为厦门市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品牌

和新标杆。

当天的活动举行了国际展会参展合

作协议、金砖心血管健康创新中心访问

学者计划、印度海外联络点法律战略合

作等三场签约仪式。郭峰认为，海联会

客厅作为一个连接中外的桥梁，能够帮

助更多的小微企业更加顺利地“走出

去”。此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

能实现中印双方资源与技术的交换，而

且能实现文化的交流，达到互利共赢。

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林珍雅表示，

此次“走进印度”主题月会客厅活动，充

分发挥了印度联络点负责人阿都尔和嘉

晟集团的合作优势，更多促成双边企业、

行业间交流，帮助厦门企业和产品更好

地进入印度市场，同时积极引进印度的

软件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资源，助

力厦门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两个国家，同为金砖国家，在经济合作方

面有着巨大潜力。2022年，厦门对印度

进出口总额达24.47亿美元，其中出口

13.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54%，进口

11.34亿美元，展现出在经贸合作和双向

投资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双向投资方

面，印度在厦门市累计设立49个外资企

业，合同外资3250万美元。厦门累计备

案对印度的境外投资企业项目9家，协议

投资总额3957.2万美元，其中中方协议

投资额3822.79万美元。

阿都尔表示，金砖国家拥有全球

42%的人口和24%的GDP，而中国和印

度又是当今金砖国家中最具活力、经济

体量最大且互补性极强的两个国家，

2022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360 亿美

元，未来还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聚

焦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培育新经

济领域的人才，是金砖国家贸易发展新

趋势。

2022年11月15日，厦门市商务局

与巴西、日本、泰国、印度、新加坡等5

个海外联络点承办单位签约，并通过网

络为五个海外投资贸易服务联络点举

行揭牌仪式。在厦门市商务局指导下，

五个海外联络点迅速开启新工作，一方

面服务招商引资“请进来”，另一方面服

务开拓国际市场“走出去”。同时，为进

一步扩大厦门市商务局海外联络点的

社会影响力，在国内设立了“同舟共济

向未来”为品牌理念的厦门市商务局海

联会客厅，为全市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提供帮助，实现了为双向投资牵线

搭桥。

“嘉晟作为国际经贸交流往来的深

度参与者，深知政府的指导与政策的支

持对于行业的创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海外联络点的设立，是政府指导、

政企携手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双向投资、

推动国际交流、共建新型国际合作关系

的又一项有力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嘉晟集团是厦门市重要的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该集团董事长李东敏表示，印

度海外联络点将继续依托政府平台优

势，广泛链接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资源，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和民间力量在国际合

作中的重要作用，将印度联络点的工作

做踏实、做细致，做出成效。

积极打造国际合作发展新品牌

厦门市商务局海联会客厅助力企业“走出去”

厦门市商务局海联会客厅厦门市商务局海联会客厅““走进印度走进印度””主题活动中国际展会参展合作协议签约现场主题活动中国际展会参展合作协议签约现场

“三聚焦、三强化”

鄂尔多斯推动综保区提质进位

本报讯 从攀藤科技年产 3000

万颗高精度智能传感器项目开工，到

西林科全球首套万吨级大生产装置

试生产，再到外资企业连续五次增资

扩产，引入无缘医疗器械的全自动化

生产设备积极布局……南昌经开区越

来越多的创新场景反响热烈，科技创

新带来的影响深远。2022年，全区新

增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家；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235家，拥有各

级各类研发中心180多家，加速了更

多技术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创新与研发是经开区无数企业

的发展秘诀。作为2022年度国家级

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企业，南昌海立在

这个春天奋勇争先，势如破竹，日产、

月产不断攀新高，各类技改项目也快

速推进，生产形势一片欣欣向荣。

日前，企业最大规格16HP变频

压缩机马达全自动生产线顺利投

产。该线体首次尝试将AGV小车自

动配送、3D相机测距成相技术、地轨

双机器人自动跑位抓取，三套系统完

美结合，实现了上料、激光刻印、氩弧

焊接、铁损检测、上下骨架安装、槽绝

缘插入、集中绕线、槽楔插入等9个工

序段无人化，整线工序自动化率高达

70%。人均单台产出提升了50%，并

提升了产品质量。

16HP马达自动线的投产落地，

为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无独有偶，除了智能制造技术的

频频突破，南昌经开区在数字智能领

域的技术创新同样没有落后。在江

西情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吴

成五正在为一款企业品牌元宇宙项

目的数字虚拟人进行场景构建，该项

目具备高度沉浸的科技手段和营造

手法，将带来更多交互新体验。

“我们一直专注数字内容开发以

及多媒体互动项目制作，尤其注重虚

拟产品技术研发创作，在短短几年时

间内，从刚开始的寥寥数人发展到现

在拥有几十人的核心技术团队，预计

今年的营业额同比去年将增长

20%。”吴成五表示。江西情景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数字文化领域

的企业，积累了多种类型项目的核心

技术。2022年年底的文博会上，企业

还与环球数码集团举办总投资额

1.05亿元的“中国故事地方IP合作”

签约，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

深入开发能代表“中国故事”的城市

IP，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企业的奋勇前行，离不开南昌经

开区的硬核扶持。一直以来，经开区

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辖区企

业最大程度在细分领域里实现规模

优势和特色优势。未来，经开区将继

续加大扶持力度，以更好的政策、更

大的平台、更优的服务全方位引进、

培养和用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推动

企业实现价值跃升。

（商 犇）

南昌经开区：科技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