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 月 19 日，《亚太科技城市——新硅谷

的竞逐》报告出炉，杭州与上海、深圳共同被评为

亚太地区领先的科技枢纽；9月23日发布的《2019
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中，杭州数字商业指

数排名第一。

杭州频繁登榜各类榜单，理由很简单。近年

来，杭州在打造营商环境、建设创新平台、培育市

场主体、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已走在了全国

前列。大量快速成长的初创公司、优质的科研机

构、极具竞争力的人才以及大规模资本的涌入，

让杭州科技创新释放出了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动能。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

魂。一直以来，杭州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并围绕

创新创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造了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并培育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网易、吉

利汽车、大华股份等一批“头部企业”，驱动着杭

州的产业逐渐走向高端。

双创动力澎湃
拥有“五链合一”的双创生态

最近，千里之外的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教

授Camacho，和他的团队一同来到了杭州。

在杭州的钱塘江边，刚刚成立不久的墨西哥

浙江创新中心，几间崭新的办公室正等着他们拎

包入住。此行，Camacho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水产品活体运输智能水箱的技术研发。

去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Camacho 教授

认识了他的中国合作人朱鹏。朱鹏是杭州元鹏

水产有限公司创始人，在水产品行业浸润多年，

深知水产品活体运输的两个“痛点”：一是活鱼运

输的高死亡率；二是活鱼运输中存在监管漏洞，

原因都在于运输途中监控缺位。如何搞定这些

痛点？

如果有传感器物联技术，即时采集水产品在

运输途中的数据，会怎么样？两人一拍即合，于

是有了“智能水箱”项目。智能水箱改变原来加

冰供氧的水产品活体运输模式，在运输车辆上设

置水冷机组、供氧机组和过滤系统，并装上水下

传感器，及时采集水产品运输途中的数据。“我们

将鱼的习性数字化，可以做到‘选好鱼，一键上

路’，且全程可控，大大降低了活体水产品的死亡

率。”朱鹏介绍说。

不管是智能水箱项目，还是墨西哥浙江创新

中心，这都是杭州“双创”在重点培育的市场主体

和创新平台。近年来，杭州在市场主体培育和创

新平台建设等方面，都做足了文章。

在市场主体培育上，杭州市科技局按照“创

客—雏鹰企业—市高企—国高企—领军型企业”

路线图，完善科技企业梯次联动培育机制,将“市

高企”纳入“雏鹰计划”培育工程体系，对新认定

的“市高企”每家给予 20万元培育经费资助并享

受贷款贴息补助。数据显示，杭州市新增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 826家，新增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中心 390 家；推荐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 617
家，推荐（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公示企业

2179家；完成第一批“国高企”申报、辅导和预审

2168家，其中新认定1521家。

而在培育和引进创新平台上，杭州积极创建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今年 6月

24日试验区建设方案获科技部专家论证会一致

通过；新引育中科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长

三角柔性电子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中科院上海光

机所杭州分所、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等 5家高

端科研平台，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Citris
中心达成合作意向；推进和支持之江实验室、阿

里达摩院和西湖大学建设。

平均每天诞生 602个市场主体，杭州双创释

放出强大“磁场效应”，并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合一”的双创生态

系统。今年 6月 13-19日，2019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在杭州举行，李克强总理借诗“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赞杭州激情

澎湃的双创氛围。

创造美好生活
为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扶一把”

“和一般吸附式、掩盖式产品不同，我们的产

品能持久降解空气污染物，从而有效改善室内空

气污染问题，显著提升室内空气质量。”国家造纸

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经理助理胡志根说。

2011年，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杭州市化工研究院（简称杭化院）落户青山

湖科技城。在这里，杭化院室内空气质量保障项

目先后突破了纳米TiO均相制备技术、电子跃迁

掺杂技术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可别小看这项空

气净化技术，一旦产业化，或可撬动家装、建材这

个亿级市场。

自 1958年建院以来，杭化院在造纸化学品、

石油化工助剂、高分子功能材料等研究领域形成

了鲜明特色，获各级科技成果奖130多项次，拥有

14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42项授权发明专利，多

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坚持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我们的发展特

色，到目前为止，杭化院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率高

达 100%，成果转化收入 50多亿元，实现税利 8亿

元。”杭州化工研究院院长姚献平说。

科研成果只有产业化，才能创造“美好生

活”。近年来，杭州加码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健全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

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和服务机制，为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扶一把”

“送一程”。

在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方面，设立科

技成果交易转化项目，制订科技成果交易转化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对承接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

校的科技成果并实施转化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

的补助，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重点发展产业转型

升级。省市联动建立科技成果市场交易机制，鼓

励企业参与科技成果竞价拍卖活动，促进科技成

果落地杭州实现转化。去年杭州市技术合同项

数13852项，实现技术交易额380.15亿元，交易额

同比增长70.9%。

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科技成果

转化试点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鼓励

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携带科研项目、成果或技

术离岗创业创新。落实科研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将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承接企业委托研发、测

试、咨询、服务纳入职称评审、考核的管理。制订

市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制

度，设立一次性特别奖励，专门用于奖励企业在

研究开发和科技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人

员。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杭州市技术输出 3919
项，技术交易额 54.61亿元；技术吸纳 3633项，技

术交易额 93.84 亿元，累计技术合同 5926 项、

123.41 亿元，输出额、吸纳额和交易总额分别同

比增长 44.43%、95.87%和 64.57%。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上半年，杭州获浙江省科技成果奖86项，

占浙江省近1/3，近半项目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

对数字经济支撑作用明显。

聚焦“高精尖”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人才引育机制

今年 6 月 5 日，杭州国际人才俱乐部在拱

墅区正式成立，150 余名在杭国际人才、国际

创客和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代表参加了

成立仪式。现场，杭州首个“外国专家书屋”

落户杭州国际人才创业创新园。

成立仪式上，在杭外国高端人才收获了

包含金融、保险以及在杭本地生活等多种服

务。杭州国际人才创业创新园（拱墅园区）的

两位国际人才——“国家友谊奖”得主、聘道

网创始人 Majdi Alhmah 和徕印科技运营总监

Eric Koh（许先鸿）拥有了自己的杭州市民卡

和国际人才专属金融服务卡，他们可享受图

书馆、公共交通、校园健身、公园年票、寺庙年

票等优惠。

人 才 是 科 技 创 新 最 关 键 的 因 素 。 近 年

来，杭州不断优化人才生态环境，聚焦“高精

尖缺”人才，助力本土人才国际化培养，取得

丰硕成果，并连续九年入选“魅力城市——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位列榜

单第四。

一 方 面 ，稳 步 推 进 杭 州 市“115”引 智 计

划。今年上半年，杭州市外专局共收到“115”

引智项目申报 315 项，其中高端年薪项目 112
项 ，重 点 引 智 项 目 98 项 ，优 秀 引 智 项 目 105
项；另一方面，大力实施重大人才计划。杭州

市外专局会同各区、县（市），共发动 36 个符

合条件的团队申报浙江省领军型创业创新团

队，较上年有比较明显的增长；此外，还组织

了 40 位高端外国人才申报省千人计划“外专

项目”。

同时，杭州还持续优化外国人才政策，围

绕“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目标，相继制定

了《关于服务“六大行动”打造人才生态最优

城市的意见》《关于全面提升杭州市领军型创

新创业团队引进培育计划的实施意见》《关于

全面提升杭州市“115”引进国（境）外智力计

划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非华裔外国高层次

人才及团队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不

断优化引育科技人才和外国人才的政策内

容，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据统计，今年 1-6 月，杭州市外专局审批

通过各类“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 3763
件，同比增加 27%，占浙江省近三分之一。同

时，还通过电话、QQ 服务群等方式，咨询并解

答了大量聘外单位申请过程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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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静

本报讯 近日，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业联盟公布了第二批中

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名单，全国 14家单位入选，以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创业服务中心为基地依托的乌鲁木齐留学生创业园位列其一，是

新疆惟一一家入选单位。

乌鲁木齐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于 2002 年，与成立于 1993 年的乌鲁木齐

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同设在创业大厦，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

方式，是新疆成立最早的留学人员创业园，拥有总面积为 6.7 万平方米的孵

化场地。从创建至今，园区累计孵化企业 800 家。其中，留学人员企业 82
家，在孵留学人员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

能环保等行业领域。并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国中小企业

创新服务先进园区”“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国家

及省部级各类品牌与荣誉 10项。

据了解，乌鲁木齐留学人员创业园通过提供更加优惠的孵化政策，使归

国留学人员及创业团队专心投入到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与创业服

务中心的孵化工作形成互补、互用，培养归国创业留学人员的经营管理和市

场开拓能力，促使入孵企业尽快成长为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运行

机制较好、开发能力较强的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型企业。

截至目前，留学人员创业园共有 46 个项目获得高新区创业孵化专项资

金立项支持，6 个项目获得乌鲁木齐市科技经费立项支持，15 个项目获得自

治区科技创新基金立项支持，12个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立项支持，项目涉

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新疆浩天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共享饮水、智慧水务，净水材

料开发的科技公司，入驻留学人员创业园已有 9年时间。该公司创始人王建

平说，得益于园区的支持、贴心的服务，公司才能在技术上不断突破、经营上

不断创新、对外营销渠道不断拓展，逐步稳扎稳打向前发展，位居新疆本土

行业前列。希望今后在园区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自身努力，公司发展能再上

新的台阶。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史玉平表示：“获得此项

荣誉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专业服务+科技金融’的园

区运营模式，不断创新服务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办法和规章制

度，完善配套服务设施，逐步将园区打造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多样

化、组织体系网络化、创业服务专业化、服务平台标准化、服务内容国际化的

一流创业园区，为更多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提供支持。” 李晓 李永涛

本报讯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贯彻落实重庆市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

点任务分工的通知》，从深化简政放权、加强公正

监管、优化政务服务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26项重点

任务，并要求各区县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逐一落实

到位。

在深化简政放权方面，通知提出了 10项重点任

务，涉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压减行政许可事项、压

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清理减并资质资格许可事

项、整治各类变相审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等，如

2019年底前对照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清

单之外违规设立的行政许可、违规设置的隐形门槛及

违规制定的其他形式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开展招投

标领域专项整治，消除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特别是对民营、外资企业设置的不合理限制；

2019年底前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

在加强公正监管方面，通知明确了清理规范、修

订完善监管规则和标准，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监管，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互联网+监管”等 8项

重点任务。此外，通知还从优化政务服务方面提出了

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掌上办”，提升公用事业

单位和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为营商环境提供

法治保障、破解痛点难点，加快法规规章“立改废

释”，加强督查督办等 8项重点任务。

通知还特别要求，各区县政府、相关部门和单

位要聚焦“放出活力和

动 力 、管 出 公 平 和 秩

序、服出便利和品质”，

持续提高“放”的含金

量、“管”的有效性、“服”

的满意度;每项重点工作

任务要注重统筹兼顾、

整体推进，对关联性强

的改革“全链条”考虑，

防止纵向梗阻、横向脱

节;要及时指导帮助基层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防止政策落空、执

行走样。 何宗渝

杭州：“三位一体”打造“五链合一”双创生态

乌鲁木齐留创园入选第二批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名单

重庆深化“放管服”改革26项重点任务发布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发

布《关于支持中关村科学城标准创新发展的措施（试

行）》，为构建海淀创新发展“生态雨林”体系、加快推

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提供标准化政策导

向。

作为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海淀区注重

政策性创新，聚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和自主创新主阵地功能定位，在北京市率先出台区级

标准化系统性支持政策，是提高海淀区经济竞争实

力，有效应对国际、国内激烈竞争的迫切需要，推动海

淀区挖掘文化科技融合新动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

重要手段，促进海淀区构建新型城市形态，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技术保障。

海淀标准化顶层设计，将充分发挥政府在实施标

准创新中的引导作用，构建起更加科学完善的现代化

标准体系。一是聚焦城市定位，以标准化支撑总规深

入落实，着力实施节水、节能等城市发展总量控制标

准，严格实施规划、建设标准，促进城市空间发展结构

改善；二是聚焦创新驱动，以标准化释放创新发展新

动能，引导海淀企业着力创制并实施高精尖产业标

准、文化创意产业标准；三是聚焦深化改革，以标准化

促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着力实施营商环境改善标准、城市形象国际

化标准，为海淀区乃至北京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标准化支撑。

下一步，海淀区将借助标准创新政策的导向作

用，抓好政策落地，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

推动标准和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区域国际标准化水

平”三个重点方向，通过推进“自主技术标准化、先进

标准市场化、重大标准国际化”，力争带动一批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和关键技术以技术标准的

形式实现转化，新增一批市场认可、国际先进的精品

团体标准，推动一批具有前瞻引导性的重大标准在新

兴产业领域有效应用，实现“海淀标准”领跑全国。

据了解，海淀区标准创新政策是迄今为止北京市

在区级标准化工作层面发布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支持

政策文件，支持范围广、力度大，将进一步增强海淀社

会标准化意识，以标准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变革，为北

京市其他区域推进标准化工作作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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