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一家提供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的科技企业。疫情期间中标了一

个开发线上办事平台的项目。等技术

开发合同认定登记完成，项目就可以顺

利开展。”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部智慧政务商务总

监罗皎娇说，因为企业首次进行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对申报材料、认定流程等

环节都比较陌生，认定登记一直未能通

过，公司压力比较大，希望能尽快通过

获得政策支持。“后来，在成都市科技部

门的耐心帮助和点对点服务下，很快就

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特别感谢。”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只是疫情期间得到四川省科技部

门帮助的千千万万家复工复产企业之

一。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后，四川省科技

厅及时出台多项惠企政策，多措并举，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效激发创业孵化机构的创新创业活力，

全力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培育壮大

新动能。

租金减免力度大

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企业

复工复产和创新发展，2月 6日，四川省

科技厅发布《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倡议书》，

面向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及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载体

发出倡议，号召创业孵化机构为在孵企

业和团队适当减免房租，鼓励各类创新

创业载体制定办公研发场地租金、科技

服务费用减免措施。

倡议发出后，各类创新创业载体积

极响应，企业降本减负措施很快得到落

实。复工复产相关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31日，四川省创业孵化机构为在孵企

业减免房租总金额达到6423.4万元，切实

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和负担。

另外，为进一步引导孵化载体为在

孵企业减负，四川省科技厅对创新创业

载体年度评价指标进行调整，将各类创

新创业载体制定的措施和落实情况纳

入2020年创新创业载体年度评价体系，

在 2021年度科技服务业专项资金加大

财政支持载体创新力度。数据显示，截

至3月31日，创新创业载体获得各类政

策补贴资金达1679.56万元。

推进科技服务便利化

“疫情期间，为快速响应企业需求，

‘科创通’——成都创新创业平台整合

各方优势资源，搭建专业化直播间，将

‘创业天府·菁蓉汇’系列活动搬至线

上，为各类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便利

化服务。同时，开通疫‘科创贷’绿色

通道，为成都科技企业创新发展‘雪中

送炭’。”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科创贷”绿色通道先后审核完成四川

索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润兴

消毒药业有限公司、成都联帮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医疗科技领域相关

申请企业 12 家，申请金额达 5760 万

元。

为积极帮助广大企业复工复产，

激发双创活力，四川省科技部门支持

企业和科研机构便利化办理业务，做

好政务服务利企便民工作。

不仅如此，疫情防控期间，四川省

科技厅积极推进孵化载体评价、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备案、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年度报告、

更名等工作便利化，实行网上受理、邮

件受理，做到业务办理“不见面”。业

务优化办理以来，四川省向企业邮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0 余份，受理孵

化载体评价邮寄材料 236份

众多企业纷纷表示，科技部门优

化服务后，办事不跑路了，业务办理效

率高了，点赞！

科技创新引领逆势增长

“疫情发生后，我们快速组织力

量，已经完成 3 种新冠病毒蛋白化合

物设计，其中申请 2 件新冠药物发明

专利。”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商务开发助理总监刘挺说。据悉，

凭借着科技实力，该公司成为西南地

区第一家登陆科创板的企业。

疫情发生后，四川硬核科技型企

业凭借敏锐嗅觉，迅速行动，发挥技术

研发优势，主动投身战“疫”前沿，化危

为机，实现逆势增长。如，全球进展最

快梯度的基因重组疫苗由三叶草生物

公司研发；全球首台高通量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仪由瀚辰光翼公司研发；国

内首个新冠肺炎病毒芯片检测系统由

成都博奥晶芯生物公司联合清华大

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同研发；西南

地区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由

迈克生物公司研发。

为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

创新活力，3 月 12 日，四川省科技厅联

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

组织申报 2020 年度四川省企业研发

投入后补助的通知》，对企业研发费投

入给予最高 300万元的后补助。

同时，四川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

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台

阶的若干措施》，分别从稳就业促就

业、高层次人才引进、支持中小企业科

技创新、加大培育中小微企业等方面，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不断释放创新发

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为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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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山东省第一家全

街道合一的大型农村社区，济宁高新

区黄屯云创小镇以云创服务中心、智

慧街区、数字园区、和美社区、生态

片区五大功能载体为核心，为济宁

高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鲜血

液。目前，该小镇囊括了济宁高新

区 1/3 的新型工业园区，集聚了巴

斯夫浩珂、天虹纺织、锐博机械等

103 家规模以上企业，2019 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360.4亿元。

据悉，云创小镇位于济宁高新区

黄屯街道，总投资 26亿元，规划面积

9.6平方公里，实现了小镇32个村、2.5
万余居民的集中入驻。小镇内建有

社区服务中心 1 处、文化活动中心 1
处、老年公寓 1 处、妇女儿童家园 1

处、社区卫生机构 8处、云创商业街 2
条，实现了“一刻钟生活圈”全覆盖，

居民在小镇内即可享受到优质服务。

济宁高新区黄屯街道党工委书

记刘勇说，云创小镇项目为园区年轻

人搭建了一个创业、交流、创新的孵

化平台。小镇发展定位有两个：紧密

融入蓼河新城小城镇发展规划，打造

以培养创业团队、培育小微集群为主

的年轻人创业孵化中心。小镇目标

有三个：让城镇像城市，培养对社会

有价值的创业者，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储备人才资源。

“黄屯街道将继续突出云创小镇

特色，强化双创服务，积极为创业者提

供初创服务，打造新经济增长极。”刘

勇表示。 臧盛博 周国玺 王安冉

本报讯 近日从柳州高新区短

视频直播创业孵化基地传来喜讯：该

基地孵化的短视频运营创业团队获

得深圳泽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
万元投资，目前第一批融资款 400 万

元已到位。

今年年初疫情防控期间，该创业

团队在逆境中寻求机遇、探索发展，

自2月26日以来，共开通38个账号 IP
（抖音、快手账号各 19个），通过短视

频直播线上销售袋装螺蛳粉，累计销

售量超过39万单，总销售额突破1500
万元。该创业团队围绕内容运营、短

视频直播、技术培训/加盟合作三大体

系成立三大板块。通过短视频直播平

台曝光，线下招募螺蛳粉技术培训及加

盟合作，目前已有38人报名来柳州参

加技术培训，意向加盟客户储备已超

过2万家。

获得融资意味着更多资源和财

力的投入。该创业项目的品牌策划、

产品工业化及智能供应链系统研发

已初具规模，并计划在柳州再开4家直

营连锁门店，从而完成柳州5区5店连锁

布局。此外，还计划进军上海BDC商业

区、高校集中区，构建上海—柳州—南宁

三地“中央厨房”建设体系，全面开启全

国连锁加盟，为合作企业商家赋能、升级

改造,打造品牌化、专业化、电商化的加

盟连锁体系。预计 2021 年年底加盟

规模将超过2000家。

该基地在柳州高新区的大力支

持下，自启动至今，累计获得外部投

资3000万元，在孵企业2家、孵化团队

24个，培训 250人，累计开通抖音、快

手账号68个。 姚雯

本报讯 日前，亚洲电子竞技大

师杯·中国赛签约仪式在天府新城会

议中心举行，宣布亚洲首个顶级综合

性电子竞技赛事落地成都高新区。

亚洲电子竞技大师杯·中国赛由

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办。此次大赛

吸引了来自 22 个国家及地区的 60 余

支由专业选手组成的代表队报名参

赛。今年 1 月预选赛已产生《英雄联

盟》《王者荣耀国际版》《实况足球

2020》《魔兽争霸 3》4个正式比赛项目

的八强代表队，目前各代表队都在积

极备战，其中实力较强的中国、日本、

韩国、泰国等代表队不乏一些实力明

星选手。未来，还将借助赛事吸引更

多国际上的电竞赛事版权企业、电竞

人才教育专家、电竞产业及文创先锋

来到成都，为将成都打造成为世界电

竞之都贡献力量。

按照协议，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

还将携手阳光媒体集团，将亚洲电子

竞技大师杯·中国赛赛事运营公司落

户成都高新区瞪羚谷数字文创产业基

地。该基地是中国（成都）网络视听产业

基地核心区域，旨在围绕龙头企业引领，

建设高品质科创空间，打造中西部产业

生态最完善的数字文创产业基地。

近年来，成都积极发展以电竞产

业为代表的网络视听产业。今年5月，

成都市对外发布《关于推进“电竞＋”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打

造“电竞+文创”“电竞+科技”“电竞+
旅游”“电竞+娱乐”等多产业融合发展

的创新发展格局，把成都建设成为“电

竞文化之都”。

作为成都数字文创产业重要聚集

地，成都高新区聚焦发展游戏电竞、影

视制作、数字音乐、数字传媒等数字文

创细分领域，聚集腾讯、网易、西山居

等游戏电竞企业 300 余家，2019 年游

戏电竞重点企业实现营收238亿元，推

动园区文创产业增加值达365亿元，占

成都市的25%。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亚

洲电子竞技大师杯·中国赛项目落地

成都高新区，不仅为全球电竞爱好者

带来一场顶级电竞盛宴，同时也将有

力促进这里成为电竞内容生产者的创

想之地、电竞职业俱乐部和运动员的

征战之地、电竞文化爱好者的交流之

地。成都高新区将重点围绕电竞项目

和赛事导入、场馆建设、人才培育，加

快推进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成

都打造“世界赛事名城”。 高欣

贵阳高新区推出
人才小镇人才住房政策

本报讯 日前，贵阳高新区发布《贵

阳高新区人才小镇人才住房管理暂行办

法》《贵阳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采取奖励、优惠销售、租赁和租金补贴等

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住房优惠。

《办法》规定，人才住房主要支持贵阳

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贵阳高新区引进的

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即符合《贵阳市

引进高层次人才办法》，且持有贵阳市人

才绿卡的人才或符合《贵阳高新区高层次

及急需紧缺人才分类目录》，且持有贵阳

高新区人才认定书的人才。

《办法》明确，符合在贵阳市或贵阳高

新区创新创业，通过贵州省培养推荐申报

并晋升为国际顶尖人才，达到贵阳高新区

人才认定A层次的人才；达到贵阳高新区

人才认定B层次，且在贵阳高新区民营企

业直接引进十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在

贵阳高新区同一家科技型民营企业担任

主要负责人五年以上，近三年企业的纳税

额扣除已兑现招商引资政策部分后，区级

所得不低于2000万元等三种条件之一，且

未享受过人才住房补贴、达到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外资准入和管理政策中购房条

件的人才，可向贵阳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申

请人才住房奖励。

在人才住房优惠销售方面，符合在贵

阳市创新创业，且持有贵阳市人才服务绿

卡，经贵阳市认定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

类的人才；在贵阳高新区创新创业，且持

有贵阳高新区 A、B、C 层次人才认定书；

贵阳高新区直接引进，且持有贵阳高新区

D层次人才认定书等三种条件之一，且达

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外资准入和管理

政策中购房条件的人才，可向房开企业申

请享受六折的购房优惠。

在人才公寓租赁和租金补贴方面，符

合在贵阳高新区创新创业，且持有贵阳高

新区 A、B、C 层次人才认定书的人才；贵

阳高新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重点服务企业、重点创新创业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贵阳高新区行业领

域主管部门推荐的人才较为集中、具有较

好发展潜力的企业或机构，且在贵阳无住

房，未享受住房政策的人才，可向运营管

理单位申请入住人才公寓。 易颖

柳州高新区短视频运营创业团队
获3000万元融资

济宁高新区黄屯云创小镇：
为企业搭建筑梦平台

16个创新创业项目
在宝鸡高新区角逐大奖

亚洲首个顶级综合性电子竞技赛事落地成都高新区

四川：创新服务破解复工复产痛点 本报讯 近日，2020“钛谷杯”中

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

赛在宝鸡高新区举行。经过激烈角

逐，石墨烯导电复合粉料、纳米摩擦

材料项目分别获得大赛成长组和创

客组冠军。

除此之外，理工科技、磁悬浮真

空熔炼设备制造及高端材料制备和

复杂目标MIMO雷达RCS检测识别

系统、柔性电子与智能穿戴用纳米银

材料体系制备及高精度二维打印技

术等4个项目分别获得成长组和创客

组亚军；密阵智能停车综合体、通用

智能高速机器视觉系统平台、聿东负

氧离子材料和数字交评——未来城

市设计管家、热敏半导体材料及系列

微型电子元件、高性能航空结构件智

能“近净”铸造技术与应用等6个项目

分别获得成长组和创客组季军。

据悉，此次大赛自今年 7 月开始

以来，先后在西安、成都等城市举办

专场赛和全国复赛，共有 106 个项目

参与比赛。通过线上初评、路演和现

场答辩，16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总决

赛。总决赛分为创客组、成长组两组进

行比赛。路演项目负责人从技术优势、

实施方案、市场表现等方面，向专家及

参会人员介绍了项目情况，并回答各

位专家的提问。通过专家现场打分，

最终评出各组冠军各 1 名、亚军各 2
名、季军各3名，冠、亚、季军分别获得

5万元、2万元、1万元的创业奖金。

此次大赛为创业者、企业、孵化

器与社会资本搭建了开放多元的对

接平台，为培育创新资源、聚焦创新

要素、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宝鸡高

新区创新型园区建设，助力宝鸡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徐小红

本报讯 近日，深圳湾（保定）

创新中心在保定高新区揭牌。

深圳湾（保定）创新中心由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深圳

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是深圳

市与保定市两地政府战略协议明确

的合作项目之一。该中心是深圳湾

公司在国内的首个异地项目，将以

“专业机构、资源平台、价值再造”为

使命，立足保定市情，突出深圳特

色，按照深圳园区标准，依托、共享

深圳资源，推动保定在智能汽车、智

慧城市、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重点产业的创新发展。为

了给深圳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保定

将建筑面积 10.2 万平方米的保定高

新区电谷科技中心双子塔无偿提供

给深圳使用。

在同期举行的深保合作项目签

约会上，腾讯、华为、云天励飞、金溢

科技、北科生物、IDG 等 10 家深圳湾

入驻企业签约成为深圳湾（保定）创

新中心首批合作伙伴。同时，该中

心将凭借深圳园区科技资源，助力

保定企业移植深圳“研发大脑”，赋

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据了解，深圳与保定已在多方

面开展合作，深保共建的高新技术

产业园 17 个重点项目也在会上签

约。 李泓帅

深圳湾（保定）创新中心成立
10家企业成首批合作伙伴

本报讯 日前，昇印光电（昆山）

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JITRI）共同组建的联合创新中心

在昆山高新区签约并揭牌。

JITRI-昇印光电联合创新中心将

以行业技术需求“引上来”，创新成果

和项目“落下去”为宗旨，依托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资源，面向平板显示、

新能源、新显示和环保等新兴产业的

需求，建立大尺度的、可快速配置的微

纳柔性制造工艺链。同时在分析柔性

微纳制造和微纳光学技术现状与趋势

上开展战略研究，共同挖掘制约昇印

光电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技术难

题，稳步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在研究符

合市场和创新规律的技术应用和集成

创新机制上探索合作机制，共同打造

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交汇点、集成点。

昇印光电总经理高育龙表示，昇

印光电将通过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深度联合，围绕光电领域内的关键

技术、前沿技术、重点难点技术等展开

产业化研究，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稳步

提升，进一步提升昆山高新区在光电

行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胡

义东表示，希望通过共建JITRI-昇印光

电联合创新中心，深入挖掘企业需求，科

学拟定工作目标，开展深度战略研究，服

务好企业创新，让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接下来，昆山高新区招商服务局

将继续精准施策，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深入优化产学研合作环境，以服务优

化为路径，强化产学研合作保障，不断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在技术交

流合作、配套服务等方面做得更优更

强。 戴雷

JITRI-昇印光电联合创新中心在昆山高新区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