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制造重镇到科创之城，发展语境

在变化，产业格局也在刷新。百强县市

“冠军”昆山要“颜值”也要内涵，重速度

更重质量。以人才和科创为双引擎，昆

山正疾速前进，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标杆城市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300余清华学子
共织“昆山梦”

20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的王磊作为清华创业团队成员，正式签

约落户昆山高新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征程。6年发展，他的公司已经成为工

业污染治理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业务遍及全国。

在昆山，像王磊一样扎根当地创新

创业的清华学子目前有 300多位，他们

当中包含10多名“国家级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64名各级各类领军人才。

2006 年 10 月，昆山与清华大学签

约，在技术创新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合作。14年来，通过多种载体和

平台，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带着技术和

项目走进昆山、扎根昆山，维信诺、天瑞

仪器、清陶新能源等一批拥有“清华基

因”的优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清华大学只是当地“创新天团”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目前，昆山与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达1135项，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从制造重镇到科创之城

改革开放以来，昆山牢牢抓住浦东

新区开发、国际产业转移、加入WTO等

契机，走出了一条以开放型经济为引

导，产城协调发展的“昆山之路”。

2018 年，昆山市委、市政府正式推

出高质量发展 18 项三年提升工程。

2018 年 7 月，《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获批实施。昆山全面

规划建设夏驾河科创走廊、阳澄湖科技

园、花桥国际创新港“一廊一园一港”科

创载体，“科创昆山”浮出水面。

关山重重，唯闯不破。昆山陆家镇

主要领导对数年前几位远方客商前来

洽谈合作时自带咖啡的举动仍“耿耿于

怀”。在他看来，一杯咖啡，背后映射出

的却是区域营商环境的分值和评价。

这些年，陆家镇围绕打造“童趣小镇 科

创陆家”目标，不断完善配套功能，补齐

科创短板，加快推进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园等空间布局，昔日的普通小镇正加

速成长为科创新高地。

陆家镇的发展变化是昆山打造产

业科创中心的一个缩影。昆山通过连

点成线，连线成面，构建起科创之城的

“四梁八柱”，为人才和科创项目培育提

供了优渥的土壤。

人才+科创奏响“最美和弦”

“昆山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

显、生态环境优质、投资氛围优越，是每

一位科创人都向往的创业热土！”日前，

获评昆山“头雁人才”个人项目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褚君浩对科创昆山赞赏有

加，他将昆山比作一把精美小提琴，政

府、科研院所、企业机构协同发力，合奏

出一曲美妙动人的科创乐章。

近年来，昆山市先后出台人才政策

33 条、“头雁人才”工程政策 10 条等多

项实施办法或细则，并率先成立首个实

体化运作的人才科创发展服务中心，

“一站式”服务企业人才，打造“5A”级人

才科创服务机制，集成 275项“政策、生

产、生活”服务。

目前，昆山集聚了 4个“头雁人才”

团队、2名“头雁人才”，83个院士项目，

130名国家级创新创业领军人才，753个

昆山市级以上双创人才和团队，全市人

才资源总量已达41.8万人，人才贡献率

51.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67
件，形成了“以产聚才、以才兴产、才产

互融”的发展格局。

昆山市委书记吴新明说：“昆山发

展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技术先进、实力

雄厚的产业基础；昆山发展要再攀新

高，离不开创新创业、追梦圆梦的人才

集群；昆山发展要走在前列，离不开

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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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批国家级双创升级特色载

体终期绩效评价结果公布，威海高新区

以优异成绩通过评价，获得1000万元的

最高资金奖励，该评价分三年实施，加

上前两年的补助，威海高新区已累计获

得5000万元奖励。

在威海德生技术有限公司医疗器

械检测中心，威海吉威重症医疗制品有

限公司工程师李丰滨正在办理生物相

容性检测的手续。“以前做这个检测，企

业需要到其他城市办理，费用高、周期

长，自己建实验室成本又太高。有了德

生检测，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李丰滨

说。

像德生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技术

创新平台在威海高新区还有很多，省级

以上的就有86家，近年来已累计为双创

项目提供仪器设备共享、共性技术研发

等服务近万次。

德生技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屈宁

说：“市场推广方面，威海高新区通过大

型设备仪器平台，还有山东省的科技创

新券、千帆计划这两项补贴政策，让很

多企业认识到我们公司。市场调研方

面，威海高新区也会给我们反馈很多的

数据，让我们更有侧重点。”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也是在

威海高新区搭建的双创特色载体上快

速成长起来的企业。这里，一台价值

1200万元的机器人正在装车，准备发往

武汉。从只有三四个工人，700米平方

厂房，年产值不到一百万元，到现在拥

有工人近百名，厂房上万平方米，年产

值近亿元，未来机器人只用了十年的时

间。

“一个是厂房，一个是科技扶持资

金，高新区科技局在一些研发方向上的

指导，还有高校院所提供一些技术支

持，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山东未来机

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泽文说。

近年来，威海高新区狠抓科技创

新、双招双引、特色园区、项目建设，不

断健全“高校院所育苗—政府孵化加速

—企业园区产业化”的创新创业孵化链

条，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差异化

服务，形成了适应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完整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截至目前，

建有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17家，其中国家级8家;科技孵化总面

积达9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600家。

威海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孙法春表示，下一步，威海高新区

将以打造双创“升级版”特色载体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重

点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创新发

展和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全面加强科

技资源支撑创新创业的质量和效率，实

现双创载体在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

上的新突破，为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和创新活力。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

心公布第二批25家国家技术转移人

才培养基地名单，东莞松山湖高新

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成为广东省唯

一入选者。

据了解，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是园区管委会贯彻

落实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建设任务，深度参与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专设机构，负

责统筹协调园区科技成果与科技服

务资源，开展技术转移人才引育、促

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等相关工作。

按照建设方案，国家技术转移

人才培养基地将以“搭建网络、构建

体系、培养人才、引育师资、打造课程”

为目标，构建粤港澳区域协同，具有湾

区特色、产业特色、实践特色、国际化特

色的培养体系。

“在广东省科技厅的支持、指导

和推荐下，依托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开展建设国家

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这是对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积极投入珠三

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建设的认同和肯定，更是对松山

湖继续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的鼓励鞭策。”基地负

责人说。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将以

《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

培训大纲(试行)》为基础，开发具有

广东特色的初、中级技术经纪人与

高级技术经理人的课程体系和教

程，打造由“大纲课程、特色课程、实

训课程”组成的立体化课程体系。

据了解，基地将依托东莞松山

湖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

覆盖粤港澳、辐射全国，具有湾区特

色的技术转移人才网络;形成以国家

基地为核心，设有多个区域分中心、

3 家以上实训基地的“1+N”技术转

移人才培养基地布局。

基地还将构建“研究+培训+实

践+考试+认证+备案+评价+激励”

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培育一支

对产业贡献度较高、实践参与度较

深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累计为全

省培养各级技术转移转移人才不少

于1000人次;引育汇聚百名国内外技

术转移行业专家，建设一支系统的、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化师资队

伍。 王萌

本报讯 7月17日，相距近2000
公里的清远与北京通过网络连线，

共同举办京粤（清远）跨区域产业协

作项目“云上”对接会，11 家企业与

清远在线上“面对面”对接。

对接会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为

北京和清远两地的企业、平台搭建

起沟通的桥梁，是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产业到清远落地、助推清远产

业和北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

据了解，经过清远、北京两市相

关部门的前期推介宣传和项目筛选

后，共有 62 家企业表达了在清远投

资的意向。在经过筛选后，选取十

大类别 20 家企业参加了此次对接

会，囊括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

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领域。

对接会上，11 家有意向落户清

远的北京企业进行了网络路演，阐

述了项目在清远的投资规划和发展

需求，清远市有关部门一一进行了

解答，实现了企业与政府的高效对

接。

清远市副市长李丰表示，清远

市将牢牢抓住机遇，以培育支持入

驻企业发展壮大、提升本地产业价

值链水平为目标，为北京企业落户

清远提供优质高效的精准服务，在

政策、资金、技术、产业链上下游、市

场资源等各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整合资源、全力促进企业尽早落地

开工、达产见效，以实际行动回馈企

业家的选择。

北京跨区域产业协作中心主任

房晓表示，北京正有序推进疏解非

首都功能工作，一批产业有外溢转

移的需求。下一步，北京跨区域产

业协作中心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

资金等优势，全力支持帮助清远精

准对接北京的企业和项目，助推大

项目、好项目落户清远，助力清远高

质量发展。

清远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周岐贤表示，通过此次“云

对接”加强了京粤（清远）跨区域产

业协作，为清远高新区主动对接北

京外溢企业、争取北京产业资源助

力清远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远高新区将进一步优化园区环

境，积极引导企业落地生根，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高效服

务，促进项目早日落地、早日动工建

设。 刘影

本报讯 (记者 刘琴） 近日，

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大中小企

业融通专业赛（中国中车专场）全面

启动，一场首次围绕我国轨道交通技

术创新创业的国家级赛事拉开帷幕。

据了解，大赛将以轨道交通材

料科技、轨道交通能源与动力、轨道

交通装备智能化 3个赛道为技术集

结点，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高成长

潜力的科技企业。大赛分初创企业

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参加第

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地方赛、全

国决赛的企业也可以报名参赛。

大赛由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

室共同主办，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

术创新中心、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

范区共同承办。

吸引优秀科技力量融入中国中

车产业生态，优化轨道交通全产业

链，进而实现价值链、生态链升级，

是中国中车搭台的目标。为充分发

挥产业龙头作用，持续推进建设产

业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中国中车借助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众创众扶机制和资源集聚

能力，将为轨道交通产业迈向智慧

化提供平台支撑。

据介绍，大赛将集聚科技金融、

领军人才、创新技术、企业服务等资

源，促进轨道交通产业链的延链强

链。中国中车将在大赛举办过程

中，聚合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

新中心、中车各一级子公司等有关

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企业，与参赛企

业开展线上对接。中国中车的营销

渠道、市场推广、股权投资、孵化平

台等生态圈资源，将为参赛企业敞

开对接“大门”。获奖企业还将享受

最高10万元的创业资金奖励。

作为承办单位，国家高速列车

青岛技术创新中心将在大赛中发挥

自身平台既有优势，努力提升关键

技术源头供给能力、引导科技企业

向产业集聚、优化产业技术创新体

系，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环境，提供覆盖全产业链的开放

创新平台。同时，大赛将组织参赛

企业与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进

行线上招商落户，晋级复赛企业将

拥有优先入驻示范区机会，并可获

得相关政策支持。

双创大赛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
中国中车专场启动

清远与北京“云上”相约
实现跨区域产业协作对接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入围
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人才+科创”引领昆山疾速前进

▶ 郭伟 李幼君

威海高新区：打造特色载体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图片来源：威海高新区

近期，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亿联网

络以总市值614亿元、排名第303位，吉

比特以总市值 395 亿元、排名第 455 位

入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 500 强榜单。

这两家企业的快速壮大，离不开根植的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构建优质创新创业生

态的基础。从对园区内科研机构、服务

机构、创投机构、孵化器等不同主体进

行创新优化，到园区发展载体、配套设

施建设等，20多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

不断锤炼能够让园区上千家企业自由

“呼吸”、个性发展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会“呼吸”的背后是创新

创业生态中园区多种创新主体之间的

链接，如创新创业平台与园区建设载体

之间的有机联系，政策与创新创业主体

之间的互动，园区智慧建设与创业者的

联动发展等。今年初，园区很多企业

“不折腾”直接拿到了相应补贴，此举在

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赛尔特的电子财

务负责人周花霞看来“很惊艳”。仅去

年，厦门火炬高新区就为厦门赛尔特电

子有限公司减负 1255 万元，其中出口

退税、研发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共 1200 多万元。此外，该企

业还享有房产税减免、残疾人加计扣

除、就业保障金等政策扶持。

流动资金有了，企业开跑没有了后顾

之忧。塞尔特能够如此迅速拿到各项补

贴，归功于去年8月厦门火炬高新区开始试

行的“免企业申报”政策兑现方式所进行的

有机再造流程。以“火炬智慧园区平台”为

依托，打通与税务、市场监管局、科技局等

部门和单位间的信息互认，以此达到与园

区创新创业主体的紧密互动。

从政策兑现服务到产业链上扩大

项目“队伍”，厦门火炬高新区充分发挥

了营商环境促发展的强大功能。自去

年厦门市招商大会召开以来，厦门火炬

高新区抓一切机遇促招商，促成天马 6
代、中航锂电、浪潮、海辰等百亿量级产

业龙头项目快速落地，电气硝子三期、

博泰车联网、铨芯人工智能芯片、中顺

等 20 个十亿级项目落地。今年初，又

搭建“云端会客厅”，通过网络直播、网

上座谈、云上签约等形式进行“云招

商”，高能级项目相继入驻园区。

项目进来了，相应的配套服务火速

跟上。初夏伊始的同翔高新产业基地

早已响起轰鸣声，经过近 5年多的开发

建设，基地的同安起步区和翔安起步区

框架基本形成，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这

是厦门火炬高新区岛外园区加速建设

的精彩章节。在这个章节的脉络里，厦

门火炬高新区有厦门软件园三期异军

突起的建设成效，也有翔安（火炬）产业

基地快速崛起的发展成就。在岛外片

区建设中，厦门火炬高新区着力加快载

体建设、完善园区功能性配套，如软件

园三期超前规划，将产业发展平台与配

套建设进行有机的融合；建成同翔产业

基地同安起步区和翔安起步区一、二期

路网，并已启动相关保障性生活服务。

在岛内湖里片区，突出主导产业，发挥

宸鸿科技、玉晶光电、浪潮厦门产业园

等龙头项目的优势，并加快物联网、石

墨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布局，全面提

升园区能级实效。

多元创新创业要素相互有机支撑，

构建活性态营商环境。会“呼吸”的营商

环境，才是园区企业个性发展的好生态。

厦门火炬高新区：构建会“呼吸”的营商环境

▶ 杜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