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9-31日，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有关部委指导，科技部火

炬中心、陕西省科技厅、西安市委、西安市政府主

办的2019西安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在西安举行。

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在开幕式致辞

中表示，当前的西安战略机遇叠加、科创资源富

集、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越、城市宜居宜

业，发展硬科技优势明显。“西安愿与各位嘉宾朋

友一道，进一步加深交流互鉴、务实合作，形成更

多的硬科技成果，助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院士专家共商硬科技创新之路

此次大会以“硬科技·引领变革的力量”为主

题，设置了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

技术、新材料等话题，同期举办创新发展论坛和

钱学森论坛以及 14场分论坛活动。来自世界各

地的政府代表、驻华使节、科学家、企业家及投资

人士齐聚西安，共商硬科技创新之路。

在谈到关于发展硬科技时，科技部火炬中心

主任贾敬敦表示，要加强对硬科技发展的顶层设

计，加深对硬科技的系统研究，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生态，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在发展硬科技方

面的策源地和集聚地作用，促进硬科技企业与资

本市场深入对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硬科

技发展。

在创新发展论坛上，中科院院士、图灵奖得

主姚期智，2001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巴瑞·夏

普莱斯，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发表主旨演讲。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概念提出者米磊博

士主持了高端对话，与高校、科研院所、国家高新

区、科创板上市企业代表等共同对话硬科技，探

讨“全面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构建硬科

技创新创业生态”的具体举措。

大会期间发布了《2019中国硬科技发展白皮

书》，白皮书系统论述发展硬科技的时代背景、硬

科技的各领域突破和进展情况、国内各城市硬科

技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全球主要城市硬科技创新

情况等。

此外，大会举办了包括2019西安国际创业大

赛总决赛、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现场赛、2019
年科技成果直通车（陕西站）等在内的 20余场活

动。

“硬科技”走入寻常百姓家

可几秒内画出人像的低延时、高速率的 5G
机械臂；不仅会讲解航天科技知识还能测颜值的

AI机器人；用于街头零售业的全球惟一可供货的

L4级无人车……在 2019西安全球硬科技创新大

会展示区，来自国内的硬科技企业带来了一场炫

酷的硬科技产品成果展。高大上的硬科技正在

走进大家的生活。

在中国移动展示区，一台 5G 机械臂现场作

画，几秒钟的时间里，一副素描像跃然于纸上，让

不少参观者直呼“有趣”。

“先通过摄像头采集人脸，再用 5G网络传播

到移动的云端服务器上，服务器通过人脸识别系

统将画面轮廓勾勒出来后，机械程序语言会将信

息传递给机械臂，最终由 5G 机械臂迅速将人像

画出来。”展台工作人员表示，这里主要展示的是

5G的速率，设备从拍照到画画，中间间隔的时间

可能只需要短短一秒时间，体现了 5G低延时、高

速率。“这台 5G 机械臂的功能还有很多，可应用

于多个工业领域进行作业。”

在科大讯飞展台，智慧课堂 4.0 同样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的目光。

“打开我们的电子书本，它可以根据老师要讲

的课文，提供更加专业的语言和教学环境。”现场工

作人员讲解道，一些语文课文学生在理解的时候，

可能会缺乏共鸣，这时可以通过情景导入，添加视

频，用较为直观的景象呈现给学生，便于学生理解。

据介绍，科大讯飞的智慧课堂 4.0，通过构建

“云、台、端”整体架构，创设网络化、数据化、交互

化、智能化的学习环境，推动了智慧教学的模式

创新。

西安高新区成
西部最具吸引力投资兴业高地

会上，《西安高新区创新发展指数 2019》发

布。数据显示，近五年，西安高新区在创新发展

的整体水平上有巨大进步。尤其在引进内资额

的指标上，近两年爆发式增长，在 10家创建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国家高新区中仅次于北京中

关村，这反映了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西部最具吸

引力的投资兴业高地。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科研人员数量近几年增

长迅猛。国家级研发机构数量，4年来在数量上

翻了一番。高新技术企业群体持续扩大，仅 2018
年就增加了600家。

2018年，西安高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较

2017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达到3.57%，企业的科技

创新意识和投入都显著增强，其中“硬科技”企业

是创新型企业的中坚力量。

西安高新区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以年均20%的

速度增长，2018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额仅次于北京

中关村。

在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中，西安高新区在创

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国家高新区中排名第

一。在高技术产业和技术服务出口占比方面，该

指 标 纵 向 来 看 ，占 比 持 续 提 升 ，2018 年 达 到

95.49%，横向比较，西安高新区排名第一位，这反

映出西安高新区出口质量较高，主要集中在高科

技产业领域。

当年实际引进内资额，该指标近两年爆发

式增长，横向比较来看，在 10家创建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的国家高新区中，西安高新区仅次于

北京中关村，这反映了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西

部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兴业高地。

“近五年，尤其是近两年，西安高新区在创新

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有巨大进步，尤其在变革引领

力所揭示的变革潜力、变革动力和创新驱动力所

揭示的创新主体聚集方面进步巨大。在创新发展

的绩效上，西安高新区已经形成取得局部突破，形

成局部优势，但整体来看，西安高新区整体仍处于

创新发展的投入期和布局期。”《西安高新区创新

发展指数 2019》的发布人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副

主任、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常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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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成为西安科技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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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稚判断说，从中短期看，最有可能首先获得行业认可的，是基于联盟

链技术的跨企业、跨行业、政企联动场景，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特

性，降低各角色间合作的互信成本，使参与合作的各方获得平等的信息权，

突破传统合作的规则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和经营效率。

务实发展是硬道理

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区块链被众多国家和企业所重视，并

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布局，以占据先机。那么，区块链该怎样进行布局？

“目前在中国，区块链主要可以应用于 6 个场景：金融服务、供应链管

理、智能制造、公共服务、教育就业、文化娱乐。”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互

联网专家刘兴亮表示，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及不可篡改性，与金融行业天生本

质及需求，恰好结合到一起，使得区块链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是到目前

为止最为深入、相对成熟的领域。

“未来科技竞争，是属于区块链的竞争。”刘兴亮举例说，在支付领域，区

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不同金融主体之间的对账问题，从而起到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的作用；对于跨境支付而言，区块链可以通过去中心化技术，实现

点对点的交易记录，从而解决现有跨境支付链条多、成本高、效率慢、耗时长

的现状，助力惠普金融的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区块链应用，则可以解决公

共服务领域的信任危机问题。

“区块链目前在电子政务、数据流转、确权、溯源、司法存证等方面，都已

经存在一些成熟的应用案例和工程实施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被复制推

广。”郭宇航表示，未来，随着产业改革的深化、信息化程度的加强，数据将在

各行各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作为数据使用的基础设施的区块链将会展

现出更大的应用场景和价值，届时，区块链技术为行业赋能将会出现百花齐

放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技术都有其发展的自然规律，政策和市场信心可能

会适当加速，但区块链的价值最终要用产品和应用证明，目前看，这方面仍

需要时间的积累。

“我们也需要看到，区块链并不是万能良药。当前区块链技术发展还有

存在并发处理性能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行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针

对性突破和优化。”齐稚说。

“目前我国基于不同区块链共识机制开发的应用场景多而不精。一是

现有产业与区块链技术的有机融合程度不够，要进一步形成成熟的技术产

品和商业应用模式；二是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研发不足。”陈腾指

出，这些问题要引起业界的高度重视，从而做到发展布局时的有的放矢。

“区块链发展至今，存在着一些已经在这个行业中坚持了几年的区块链

技术企业，他们在打磨技术的同时积极寻找应用落地的实践机会，这些企业

将会在这一轮的行业发展中脱颖而出。”郭宇航客观阐述说，这些有行业经

验积累的企业应当梳理出一套成熟的体系，以应对扩大的产业需求。同时，

区块链企业不能因为行业变热而松懈，因为巨头的加入会让市场竞争变得

更加激烈，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盲目地追捧技术概念而不落地将有损于行业的良性发展。”郭宇航希

望，产学研能够结合起来，促进区块链技术的自身发展，在国际范围内掌握

住除5G以外的另一项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当前面临的机遇期，既体现出国家领导层

对区块链技术在前期研究探索过程中取得成绩的认可，也明确地传达出政

府对这项技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殷切期盼。”齐稚表示，“这个担子足够

重，需要结合全行业的力量共同承担，去芜存菁，共同建立良性、自律的行业

环境，充分借助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全行业的腾飞！”

36家国家高新区
共话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日前，2019 年度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主任培训在厦门开班。

在为期3天的培训期里，2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主管部门和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负责人集体“充电”，提升技能。

此次培训班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厦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和北

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承办。科技部火炬中心四级职员段俊虎、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黄晓舟，以

及厦门市科技局、厦门大学的相关领导出席了开班仪式。

段俊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创业孵化是推动双创升级的重要力量，是创

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新时代，要围绕四个“升级”，进一步推动创业孵

化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从载体建设向主体培育升级，二是着力推动从集

聚企业向培育产业升级，三是推动从基础服务向增值服务升级，四是推动从

链式孵化向创业生态升级。希望培训班学员能够以饱满的精神认真学习和

加强交流，在培训期间提升自身服务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水平。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重要载体平台，多年来，众多企业在孵化器的助力下，完成了从雏鸟到

雄鹰的蜕变。此次培训班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和要求，邀请行业专家、企

业创始人、投资人、行业学者对当前我国创新创业总体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并就创业孵化与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创业孵化载体建设经验、

专业孵化器发展模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金融与风险投资等主题、结

合案例讲解，对参训学员进行全方位培训。同时设置小组讨论、圆桌对话等

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员进行探索和交流，帮助学员解决从业实践中

的“痛点”“盲点”。

近年来，厦门积极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朝着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方

向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作为厦门市创新驱动和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主阵地，厦门火炬高新区已建设有 3家“国家级A类优

秀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18家国家级众创空间。在孵化器培育和建设方面，

不断强化“新兴产业引领与培育聚集区、中小科技企业孵化与加速基地、对

台科技合作与交流重要平台”的战略定位，以“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发

展路线，形成“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目

前，厦门火炬高新区正大力培育和孵化“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探

索创业孵化和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模式，推进石墨烯、物联网、海洋、光电等孵

化器向专业化、细分化和协作化方向发展。 郭伟

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主任培训班在厦门开课

220余位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主任集体“充电”

天时地利人和 区块链风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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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会上，36家国家高新区及湖北省、河南省科技厅代表分别围绕“推动创新驱动国

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进展和采取的相关举措，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了交流发

言。

襄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襄阳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邓卓海表示，襄阳高

新区从 1992年成立以来，用占襄阳 1%的土地贡献了占襄阳 1/4的GDP和 1/2的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2018年，襄阳高新区营业收入 3340亿元，GDP收入达 1070亿元，人均GDP
达到50万元以上。近年来，襄阳高新区围绕“高科技、新产业”，不断推进产业创新、科技创

新、制度创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重要创新高地、汉江流域创

新引擎、襄阳市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一是靠襄阳科技城和襄阳自贸片区两

只腾飞的“翅膀”，为襄阳高新区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是项目攻坚，靠招商引资。聚焦“高、精、尖”项目，更加注重招引项目的含金量和含新

量，今年新签约的86个项目中，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占比达到92%。三是改造传统

产业，培养新经济业态。引导企业向国际国内先进标准看齐，今年以来，新增数字化生产

线70条、数字化车间10个、智能工厂18家、机器换人示范企业35家。推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与经济深度融合，华中地区惟一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落户园

区。四是盘活资产释放活力。盘活闲置企业不仅为新项目落户带来空间和时间优势，也

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南昌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邬裕江发言说，南昌高新区始终把改革推动、

开放带动、创新驱动作为最关键、最核心的“三大动力”，深入推进产业、科技、生态、城市、

人文融合发展。目前，南昌高新区在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上主要经济指标爆发增长、

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成果丰硕，南昌高新区已逐步形成了电子信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

新材料“2+2”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南昌高新区城市建设水平、创新

创业活力不断提升。

南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新亚表示，为全力推动创新驱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南

阳高新区将构建“2+1”现代产业体系，即做大做强光学冷加工为基础的光电产业，大力发

展以防爆为特色的先进装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企业梯度育成，提升创

新龙头企业竞争力，倍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深化科技开放合作，深

化京宛合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加强对外开放合作。搭配多元化创新平台，推进创新型

研发机构建设，搭建公共创新平台，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贾敬敦最后强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设立高新区，到目前全国已有169家国家

高新区，历经 30多年的奋斗历程，国家高新区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2018年，平均每个

高新区为国家贡献了 110亿元的税收，贡献了 141亿元的净利润，高新区的平均GDP达到

了 654亿元。但同时还应看到国家高新区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不优、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够、

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创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不良等问题。

新时代为国家高新区提出新命题，肩负新使命，下一步，国家高新区如何走出一条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贾敬敦指出，要切实加强战略研究、政策研究和规划研究；要创

新驱动，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

企业、大力培育科技型领军企业、大力发展硬科技及其产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

破、大力发展支撑高新区产业发展的金融生态；着力营造卓越的创新创业生态，大力提高

创新能力，在大学校园的建立、院所合作、企业研发平台建立等方面积极发力，培育新型研

发机构；着力推动开放创新，利用国际合作、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等多种形式，走出去，引进

来；着力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放管服改革，优化和完善政府功能等；同

时认真改进服务，科技部火炬中心将加强研究，积极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并加强培训

和交流等，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