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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时下的威海南海新区，
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一座座厂房比肩而立，
创业者在这里启程与未来相约，科
研人员在这里向科研高峰发起挑
战，大中小幼的学生在这里享受优
质教育，全国各地的人们会聚于此
共享发展红利。而在12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盐碱荒滩。

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
建设海洋经济新区，南海新区在一
片盐碱荒滩上起步、创业，坚持产
城融合发展理念，加快聚集蓝色经
济新动能，充分发挥威海将来城市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作用，加速与中
心城区的全面对接呼应，全力打造
威海培育未来产业的希望新城、精
致城市建设的样板新城。

产业之城

现代蓝色产业体系初具规模

项目是南海新区发展的生命
线。如今，南海新区大项目层出不
穷，龙头项目相继崛起。总投资67
亿元的三角华阳分公司，完全按照
工业4 . 0标准设计建设世界一流智能
化高档乘用胎生产线。总投资60亿
元的CNC智能精密加工产业基地，
规划投入10000台以上CNC精密数控
机床，打造CNC精密加工基地。还
有总投资6 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
园，集聚了一批半导体、智能数码
等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企 业 等 待 进
驻……

在打造蓝色产业新城中，南海
新区坚持“以港兴业、以业兴城，
港城联动、产城一体”理念，通过
港口引领、龙头拉动，打造了石墨
烯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等专业
园区，吸引了数十家世界和中国500
强企业及上市公司进驻，引进了100
多个投资过亿元的蓝色产业项目，
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海洋生
物医药、高端精细化工等五大产业
集群，培植起初具规模的现代蓝色
产业体系，还引进了投资300亿元的
宝能项目、投资100亿元的开沃新能
源汽车等一批投资过百亿元的重大
项目。

创新之城

“创新矩阵”引领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南海新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助力企业练好创新“内功”。
为此，南海新区精心打造独具新区
特色的“创新矩阵”，建成由孵化
器、科创城、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和企业研发中心等组成的创新体

系，以产聚才，借才兴产，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南海新区打造了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蓝色创业谷和国家级众创
空间智谷咖啡，已进驻近300家中小
企业和研发机构。北京高科威海科
创城是南海新区重点建设的综合创
新平台，承担科技研发、检验检
测、双创服务、院士工作站等公共
服务平台职能，已经有吉林大学威
海仿生研究院、山东省科学院、山
东交通学院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等
一批高校科研院所进驻，引进了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任露泉领衔的高层
次人才团队。

一批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也
正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上，建设了生物医药公共
服务平台，建成业内领先的GMP规
范中试实验室，对国内外海洋生物
医药类的专家学者开放。在加快海
洋碳汇技术研发上，建设山东省海
洋碳资产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引进院士团队，服务海洋碳汇交易
平台建设。在新材料领域，建设了
西北工业大学威海材料研究院，带
来了山东省内唯一的高性能分辨透
射球差电镜等高端设备。

“创新矩阵”中，企业是“基
石”，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更
是关键。科博乐新能源汽车PTC研
发中心、南海碳材料科技研究院、
石墨烯及新能源材料工程研究中
心、威海市生物多肽工程实验室项
目等在内的企业研发中心，被认定
为威海市新型研发机构、威海市工
程实验室等。汇银新能源的山东省
槽式太阳能集热技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获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
秀等级。目前，全区拥有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23个，有15家企业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比78%以上。

体育之城

赛事云集群星荟萃

9月22日，2019年全国海钓锦标
赛在南海新区挥杆开赛；

9月21日，“威海南海杯”2019
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暨2019年
威海超级铁人三项系列赛开赛，
“威海南海”元素亮相国际赛事；

7月27日，刘国梁、王楠、申
雪、赵宏博、福原爱、江宏杰、潘
晓婷、王军霞、王丽萍等9名体育
冠军齐聚南海新区，开展城市休闲
跑，用脚步丈量新区别样风景，身
临其境感受城市发展活力；

6月15日，第七届亚洲沙滩手球
锦标赛上，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
员齐聚南海新区，奉献一场精彩纷
呈的国际级沙滩手球竞技；

……
一项项贯穿全年的高规格体育

赛事在南海新区接连上演，一座充
满活力的体育之城蓬勃兴起。

南海新区深入落实健康中国战
略，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体育
事业和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打造了
全国首个国家沙滩手球训练基地，
举办了UIM世界XCAT摩托艇锦标
赛中国系列赛、国际沙滩手球邀请
赛、亚洲沙滩手球锦标赛、全国沙
滩排球巡回赛、全国海钓锦标赛、
国乒备战里约奥运会热身赛等国际
级、国家级体育赛事，打造了10多
项高端赛事品牌。刘国梁、王楠等
世界冠军常来南海新区，带动全民
健身运动蓬勃开展，乒乓球赛、龙
舟赛、篮球赛、城市休闲跑等活动
贯穿全年，让活力健康运动之城的
形象深入人心。

生态之城

生态修复扩大绿色版图

时下，在南海新区昌阳河入海
口广阔的湿地上，一群不同种类的
鸟儿在此觅食休憩。每年的秋冬季
是南海新区观鸟的最佳季节。每到
此时，五垒岛湾国家湿地公园里都
会上演候鸟成群的盛况，在一望无
际的水面上、郁郁葱葱的芦苇荡
中、成片嫣红色的海英草间，成群
的鸟儿或在起舞，或在翱翔。不久
前，有摄影爱好者还拍摄到百余只
我国罕见的红颈瓣蹼鹬。

处处都能见到鸟儿的身影，尤
其是稀奇鸟类的身影，映衬着南海
新区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目
前，南海新区已成为山东省湿地鸟
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吸引来包括
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天鹅等国
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在内的共300余
种鸟类栖息，演绎出了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大美画卷。

好的生态环境是南海新区天
然的金字招牌。在开发建设中，
南海新区坚持生态优先，持续优
化生态环境，践行绿色发展，提
升绿水青山的“颜值”，做大金
山银山的“价值”，努力追求绿
色GDP。

在开发建设中，南海新区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生态、生产、生活“三生
共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充分用好8 5公里海岸线、万米金
滩、万亩松林、丰富水系等自然资
源，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构建
了“生态三线、景观三轴”绿色可
持续生态环境，打造了威海市首个
国家级湿地公园五垒岛湾国家湿地
公园，建成了南海新区智慧生态监
管平台，对水系、林业、海岸线、
绿地、园林等生态环境进行全方位
监测保护。并以优化生态环境增进
民生福祉，不断擦亮生态名片。近
年来，先后平整沙滩面积89万平方
米，完成五垒岛湾国家湿地公园景

观绿化面积170多万平方米，对金花
河、香水河、昌阳河等16公里的河
道进行整治，已建成绿道4 2 . 5公
里。目前，全区绿化总面积达2700
万平方米。获评联合国人居奖中国
优秀示范新区、全国十佳生态文明
城市等称号。

希望之城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又是一年开学季，在这喜获
丰收的季节里，从天南地北汇集
到南海新区的1 . 8万名学生步入课
堂，开启美好新学期。随着教育
带 动 ， 南 海 新 区 的 人 气 越 来 越
旺，学在南海，逐步成为新区的
一块闪耀品牌。

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强，
则国家强。南海新区自开发建设以
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
置，深入实施教育均衡发展战略，
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加大教育设施
建设投入，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
展。如今的南海新区，从学前教育
到高等教育、国际教育的体系已经
完善，15年普惠制免费教育惠及全
区 ， 一 批 教 育 项 目 还 在 加 快 推
进……一流教育已经成为南海新区
吸引人才、留住投资者和创业者的
重要配套环境。

不仅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位置，南海新区还不断完善城市配
套，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医院、学
校、商业、旅游、会展等设施，着
力打造一座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希
望之城。为此，南海新区坚持产城
一体、产城融合，遵循城市建设最
新理念和精致精细要求，打造现代
时尚新城、产城融合新城。目前，
南海新区引进了融创、雅居乐等知
名城市运营商，打造“体育+住宅”

“康养+住宅”等城市功能组团。
发展城市的同时不忘农村。南

海新区坚持城乡一体，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重建乡村空间形态，重构
乡村发展动能，重塑乡村社会结
构，加强城乡融合互动，促进城乡
均衡发展。目前，南海新区已经启
动了全域新型社区建设，加快推动
全域城市化，打造了七彩农业科
技、景祥果蔬等现代农业、精致农
业龙头企业，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要基础，着力打造城乡均衡发展
样板片区。

同时南海新区不断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先后投入300多亿元，
完善“十通一平”，还建成了香水
河挡潮闸，规划建设黄垒河地下水
库等项目，有力保障水资源供应。
正在规划建设的莱荣高铁、疏港铁
路、新港二期等重大基础设施工
程，将进一步构建起内联外通的快
速交通网络体系，为打造南北城市
轴带和产业隆起带提供难得的历史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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