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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协和医院”

蹦出 1700 多家“假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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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方立新、黄海波

莫干山下的地理信息小镇，眼下正忙着“撬
动”地球。

小镇核心区不大，面积仅相当于北京回龙观
社区一角，但目前已吸引近 200位“地球观察员”
入驻。

“地球观察员”实为规模不等的地理信息企
业，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观测和“思考”蓝色星球。

有的已发射全国首颗以县域命名的遥感卫星
“德清一号”，从 535公里的高处能看清路上一辆
小轿车的型号；有的搬来亚洲最大的微波测量实
验室，以方便给地球做“B超”；有的派出机器人潜
入地下管网，将德清及周边地下 20米内的地下空
间“翻”了个底朝天……

距省会杭州半个小时车程，到上海大约 200
公里，如果从“德清一号”俯瞰，这里恰巧是长三角
的中心。但是，区位优势仅仅是众多高新技术企业
“扎堆”小镇的原因之一。

小镇迎接联合国“地球会议”

城乡均衡发展的德清，最新县域
经济排名全国第 36 位，但户籍人口
仅 43 万，属于典型的浙北小县。小县
办大会，不光靠追求性价比

“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倒计时××
天。”走进小镇，随处可见这样的电子计时屏以及
“同绘空间蓝图，共建美好世界”字样的会议主题
墙绘。

今年 11月 19日至 21日，小镇将迎来全球上
百个国家的政要、学者和商人，举行数十场重要会
议和论坛。

这个由联合国主办、国家有关部门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大会，被认为是继 G20 峰
会、乌镇互联网大会之后，在浙江召开的又一个大
型国际会议。

尽管还有一些杂音——— 例如某个西方大国以
致函的方式要求联合国解释选择中国召开会议的
理由，但大会会址永久落户这个小镇已是大概率
事件。

人类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都离不开空间的描
述，地球上 80%的信息都和地理位置相关。如今，
互联网技术和以遥感、全球定位、数字地球为典型
代表的地理信息技术日益融合发展，对地理信息
的应用大有可为。

巧合的是，在与德清直线距离仅有 50公里的
乌镇，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在紧张筹备。两者
会期仅相隔 12天。

小镇内的企业和小镇外的德清人，早就开始
憧憬，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将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
样，具备国际影响力。

经过数年建设，小镇 52幢产业大楼已建成投
入使用，2000套人才公寓已结顶。国际会议中心、
德清大剧院、凤栖湖等大会会址，进入最后扫尾阶
段。

高峰时期，每天约有 1800名工人奋战在核心
区仅 1 . 31平方公里的小镇上。

在午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来自云南的油
漆工周春，倚靠着一根钢筋立柱，用裤腿搓了搓手
指上的油污，然后掏出手机开始玩“吃鸡”游戏。

20岁的油漆工知道小镇的名字，至于具体要
办什么会，他腼腆地笑着回答“说不上来”。事实
上，他的手机里一批应用程序的位置服务，就是源
自这个小镇。

会址主体建筑的外形，容易让人联想到远在
北京的国家大剧院——— 类似的蛋形设计，同样被
一圈水系包围，在蓝天白云下，皆散发着高级的金
属质感。

姚欢亮两年前从小镇所在的德清高新区借调
到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筹备组。目前他所在
的部门，一共只有两个人。

“北京(国家大剧院)用的是钛金属板，相比之
下我们采用了上万片性价比更高的铝制面板。”他
介绍说。

城乡均衡发展的德清，最新县域经济排名全
国第 36位，但户籍人口仅 43万，属于典型的浙北
小县。小县办大会，不光靠追求性价比。

“德清县将举全县之力、集全县之智办好首
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实现‘开好一个大
会，提升一座城市，打造一个产业’的目标。”在
多次动员会上，德清县委书记王琴英如是表
示。

方正也是借调到大会筹备组的上百位年轻
干部之一。他刚去了青岛——— 今年上合组织峰会
举办地“取经”，一下飞机就拉着主管领导说个不
停。

在青岛，他感受到什么叫有求必应，“青岛海
岸线很长，但为配合直播，他们能连夜布置几十个
机位，光传输信号的光缆就有几十公里长。为了不
让熬夜工作的记者饿肚子，他们还特意安排厨师
和记者一起‘值班’……”

学习回来后，方正和同事立刻对大会新闻中
心进行重新布置，增加了邮政服务、可兑换外币的
网点以及记者茶歇区的小食品种。

包围蛋形建筑的水系名叫“凤栖湖”，从空中
俯瞰，就是一只凤凰的形状。怎样让这只占地 200
亩的“大鸟”喝上清水，这个县一度非常苦恼。此前
设计的“治水”方案，要么耗资巨大工程期长，要么
涉及上级部门多，协调难度大。

德清县政协委员、水利局总工程师蔡兴敏，没
拆下腰部手术植入的钢钉，就带着同事反复实勘
县内河道，最后拿出了一套简单可行的方案：从德
清和杭州之间的东苕溪引水，经过南津桥等泵站
提水后注入凤栖湖，凤栖湖水再分流部分至周边
河渠，从而一举盘活小镇及周边水系水质。

9 月 12 日，南津桥泵站闸口缓缓打开，一泓
清水奔向凤栖湖，桥两侧顿时掌声雷动。

随着会期一天天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筹
备工作中。

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一起负责产业招商，政
协副主席接管会务接待，县文联几个心思缜密的
年轻人被派去支援餐饮服务；每天清晨，当地志愿
者团队“德清嫂”就按时出现在城区主要路口进行
道路指引、文明劝导；为解决县城外语人才数量不
足的问题，他们从浙江各大高校招募了 700多名
志愿者，目前正在紧张培训中……

无中生有打造“撬动”地球的支点

不断创新“德清模式”，形成了以
“产”为主导 、“学 、研”为基础，突出
“用”字当头、“介”来服务、“金”为动
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政产学研金介用”紧密结合的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体系

2012年，由中测新图测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专题地图出版，成为当时的
热点事件。

“我们的无人机从温州起飞，掠海飞行 3个小
时到达钓鱼岛，绕岛飞行 2个多小时完成测绘，再
用 3个小时返航。”作为亲历者，廖明颇为自豪地
回忆，“那架值飞的无人机，满载 9升 95号汽油，
就可以连续飞行 30个小时。”

2012 年，受北京总部委派，廖明和其他 3 位
同事来到德清，负责创办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
技术公司。短短数年时间，员工数量从 4人增加至
160 人，营业额达到 5000 万元，是小镇里的明星
企业。

2018年 1月 19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
着“德清一号”卫星的火箭冲天而起。至此，德清成
为全国第一个拥有“专属”卫星的县。在 535公里
的轨道高度，“德清一号”能分辨德清街道上一辆
小轿车和一辆 SUV的区别。

“德清一号”由民营航天新势力之一的长光公
司研制。前不久，从媒体得知疑似 MH370残骸出
现在柬埔寨密林深处后，这家公司第一时间调用
了 10 颗卫星参与搜寻。虽然直到最后一颗卫星
“返航”仍未发现飞机踪迹，但他们通过社交媒体

发布的那句“等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依然让人倍
感暖心。

两年前，看中德清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前景，
长光公司也选择加入并成为小镇一员。

“发射卫星并非单纯为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
大会造势，而是实实在在地服务产业发展。”莫干山
高新区地理信息产业局局长章伟忠说，从“德清一
号”获取的数据，先期会免费提供给小镇企业使用。

目前，已有近 200家高科技企业入驻小镇，除
了中测新图和长光卫星，还包括从事高空遥感航
拍的浙江国遥、研发无人船的南方测绘、国内四大
北斗芯片厂商之一的中科微电子等。德清地理信
息产业已形成从芯片研发、装备制造到数据生产
信息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作为德清撬动“地球”的支点，地理信息产业
却是“无中生有”。

2010年，国家布局地理信息产业“一主十副”
园区，浙江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当时，陈建国是浙
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局长，如今他把办公室搬
进了小镇，身份也变成了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
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据他回忆，当时除了德清，还有很多地方在争
这个机会。经过一番考察，他发现各有长短，“比如
杭州城西，位置和公共配套都很适合，但地价是德
清的 2 . 5 倍，对发展初期的地理信息企业来说，
成本比较高。”

章伟忠至今仍自信地认为，省局最终选择德
清，印证了那句“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早在 2009年，德清就已经开始规划面积近 5
平方公里的科技新城，按照“做产业、做城市、做科
技”的要求，邀请国际知名的罗兰·贝格公司进行
战略咨询，并由新加坡 CPG集团负责详规设计。

既有现成的园区规划，又有区位优势和政策
优势，2011年 5月 24日，德清县和浙江省测绘与
地理信息局签订协议，合作共建浙江省地理信息
产业园。

2015年，产业园发展迎来新的契机。这一年，
浙江省委省政府要在全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小
镇，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成功入围省首批 37个特色
小镇创建名单，为德清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装上了
新的引擎。

2017年，小镇实现税收 4 . 63亿元，财政收入
连续 4年增长。

章伟忠还坦言，其实一开始做科技新城规划
时，只有大方向，具体产业并不清晰。这时恰巧对
接上了地理信息产业，双方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可不是盲目上项目，而是德清一直就有产
学研结合寻求高端产业转移的传统。”他笑着指着
地理信息小镇的规划图说，“要不我们这个人工湖
怎么取名叫‘凤栖湖’呢？”

40 年前，德清一家陷入发展困境的乡镇砖
瓦厂，悄悄选派员工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学习，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派出“周末厂长”赴砖瓦厂
指导。

到了年底，砖瓦厂新建的单晶炉“长”出了
第一根铌酸锂晶体。1983 年，双方再次突破体
制障碍，组建浙江德清县电子器材厂这个“科研
生产联合体”，开创了产学研合作的“德清模
式”。当时，这件事被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的重
大改革。

尝到了甜头的德清，发扬改革精神，不断创
新“德清模式”，形成了以“产”为主导、“学、研”
为基础，突出“用”字当头、“介”来服务、“金”为
动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
研金介用”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
为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提供了成功
经验。

截至目前，这个县拥有的国家重点扶持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100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支出占 GDP比重高达 2 . 73%。

“德漂”让德清潜力无限

最初可以依靠政策吸引企业
入驻，但当政策蜜月结束后，产业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个问
题，德清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2014 年 9 月 22 日，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
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向联合国捐赠了 30米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数
据。此前，联合国使用的全世界最精准的数据由
美国提供，精度为 100米分辨率。

“中国献给联合国的数据大礼包，既代表中
国的水平，也代表了中国的大国责任。”1975年
进入测绘行业的陈建国，感叹中国近年来地理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

技术进步推动了地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
展。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7年，我国地理信息
产业总产值约为 5180亿元，测绘资质单位数量
突破 1 . 8万家。陈建国表示，虽然京津冀、江浙
沪、广东都有地理信息产业集聚，但德清地理信
息小镇是“产业最密集的地方”。

各地发展产业园，大都存在一个问题：最初
可以依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但当政策蜜月结
束后，产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个问
题，德清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2011年德清地理信息产业园成立时，当地
政府原计划用较低的工业地价来体现投资价
值。“当时德清给出的地价是 40万一亩，已经比
较优惠，但我建议为企业长远发展，改成商业和
科技用地出让更好。”陈建国回忆说。

如今，小镇龙头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独栋办
公楼或者独立办公区，未来从这里走向资本市
场的科技企业，可以从土地收益中获得更多发
展筹码。

2017 年，德清推出“培大育强”行动计划。
按照营业额和税收贡献，将企业划分为“金信”
“银信”“亿千”和“双五”四个级别。只要达到最
低级别的“双五”，即营业额超 5000万元或税收
500万元，可以继续享受政策扶持。

已落户小镇 4年多的浙江中测新图公司，
2017 年销售额实现了 1500 余万元，享受了各
类企业所得税减免数十万元。

“各类税收优惠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扶持。”企业财务负责人金红光对减税红利
助力企业创新深有感触，“享受的税收减免资
金，既可以用来提高员工福利，也可以用来增加
研发投入”。

章伟忠乐观地表示，企业同质化竞争不可
避免，但是通过“培大育强”计划，今年“亿千”级
别的企业，业务量可以实现 20%增长。

超过 3000名的专业技术人才，因为产业集
聚，从五湖四海来到德清，有人还自称是“德
漂”。

德清和杭州一桥之隔，但行政区划属于湖
州。落户德清还是落户杭州，对人才的吸引力相

差甚远。
让人才引得进也留得住，德清想了很多“招

儿”。例如，鼓励创新创业团队入驻，最高可获资
助 2000万元。近 5年以来，直接用于人才资助
奖励的资金达 1 . 5 亿元；为解决人才后顾之
忧，新建幼儿园和实验学校，让人才的子女可以
就近入学，让家属可以就近上班。

来自浙江正元的工程师李娜已不属于“德
漂”。这几年，她陆续在德清购置了房产，落了户
口，儿子也在当地公立小学就读。

和李娜一样，浙江帝测公司总经理廖玉霞
的儿子也到了上学年龄，但由于积分不够，未
能进入心仪的学校。小镇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后，第一时间对接县组织部、人社局，协助廖玉
霞申报了高层次人才计划。最后，她的儿子顺
利入学。

为培养本土的地理信息人才，自 2013 年
起，浙江国遥、中测新图、浙江中海达等几家小
镇企业设立“地信学子奖学金”，德清本地户籍
学生只要考上地信及相关专业，每人可获得
4000 元至 5000 元的奖学金。5 年来，“地信学
子奖学金”已累计发放 50余万元。

去年，首批奖学金获得者之一的吴敏，从外
省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小镇就业。他说，相信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德清人投身地理信息行
业。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科院遥感所女科学家
邵芸，有感于地理信息小镇德清诚挚的态度及
办事效率，将亚洲唯一、国际领先、功能高度集
成的微波特性测量与仿真成像科学实验平台落
户小镇。这个可以给地球做“B超”的项目，有效
填补了我国在微波遥感领域缺少大型综合性实
验装置的空白。

让这位女科学家印象深刻的办事效率，来
自小镇推出的“地信红盟”。

“一开始，我们带着企业跑部门，到现在只
要通过电话预约，18个部门和中介机构就可以
上门服务。”章伟忠说，“地信红盟”已成为小镇
树立的标准化服务的一道风景。

其实，陈建国自己也是德清人，这位测绘
“老人”由衷地认为，德清大力发展地理信息产
业，又举全县之力承办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虽
然，短期内没有明显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这
个朝阳产业的生根发芽，尤其大量优秀人才的
引入，终将让这个浙北小县受益无穷。

(参与采写：实习生田时贤)

莫干山下的地理信息小镇，

核心区不大，面积仅相当于北

京回龙观社区一角。首届联合

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为何“相

中”了这个浙北小镇?

▲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会址———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
撬
动
﹄地
球
的
小
镇

▲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会址正式启
用。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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