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为了解决我们复工难

题，海口高新区为我们配备了‘企业秘

书’，协调解决各种难题，为项目复工争

取了宝贵的时间。”海口新海物流园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强说。

为有序推动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

海口高新区为 104家工业企业、29家第

三产业企业以及80个在建项目配备“企

业秘书”，均由管委会及各部门负责人

担任。“企业秘书”是海口高新区配备给

企业的“保姆”、顾问、办事员、联络员，

企业遇到的任何复工复产的问题都可

以通过“企业秘书”来协调与解决。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后，海南省科技

部门、高新区、孵化载体推出一揽子政

策，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发挥

科技创新创业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型

企业高效复工复产。

减负政策扶一把
助企业闯过难关

场地租金高、经营压力大、订单减

少、现金流紧张……疫情期间中小企业

承受了巨大压力。为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海南省出台系列减负政策扶一把，

让企业站起来、跑下去。

海南省政府出台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施、加强企

业复工复工安全防范八条措施、科技支

撑复工复产行动计划等一揽子政策，并

发出《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减免

租金共度难关的倡议书》，鼓励有条件

的创新创业载体为在孵企业减免房租，

免费提供税务等运营服务，降低初创企

业成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同时，海南省创业孵化载体积极响

应，及时落实减免租金等政策。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海南省创业孵

化载体为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减免房

租额超过 1035 万元，惠及企业 665 家。

其中，海口市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为企业减免房租 500万元、海口高新区

为企业减免房租 190万元、海口市江东

电子商务产业园减免房租 151万元、海

口高新区孵化中心为企业减免房租近

120万元。

科技服务精准供给
当好企业“贴心人”

疫情期间不打烊，贴心服务暖人

心。疫情发生后，海南省把促进科技型

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的重点，着力提高科技服

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科技型企业

复工复产。

企业有需求，马上有响应。为服务

好企业创新创业，海南省科技部门通过

“线上办公+线下值班”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企业了解政策、运用政策，为企业

解读各地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为企业

线上办结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方便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办事，当好企

业的“贴心人”。

同时，海南省各级众创空间尝试打

造“虚拟众创空间”，加速业务“线上化”

转型，让创业者和各种创业资源在线上

实现信息共享。开展“院校—企业”科

技成果对接等系列活动，搭建人才与企

业技术需求对接平台，支持一批拥有创

新成果的科研院所科技人才服务企业，

在省级财政科技计划中对符合条件的

科技项目给予倾斜支持。

创新创业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支

持。海南省强化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

服务力度。设立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引导基金，选择一批优质创新型企

业给予投资支持。设立海南省科技贷

款保险资金池，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

南分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等合作，

开发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产品，为科技

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此外，海南省内

金融机构制定了专属金融政策，通过信

贷“绿色通道”、优惠利率、办理贷款延期

等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仅用一天，

20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海南慧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於旭说，海南农

信社发放的这笔贷款犹如雪中送炭。

支持科技园区发展
注入发展新动能

疫情之下 ,创新创业受到一定影

响。为了让创新创业“热度”不减，

海南省积极支持科技园区、创新平

台发展，促进创新创业，培育壮大新

的增长点，为稳就业、提振经济注入

动能。

海南省充分发挥海口高新区作

用，支持海口高新区大力发展医药

产业、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等优势

产业，推动医药创新平台、药物安全

评价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支持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
推动中科院深海所开展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海试，支持中国船舶集团建

设深海空间站保障基地，推动海南

深海实验室建设，为深海技术创新提

供创新平台支持。

此外，支持将海南师范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纳入海南省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考核体系中，根据考

核结果给予园区运行经费的奖补。

支持园区谋划建设科技成果交易平

台，开展科技成果资源收集整合、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技术筛选与评估、

技术交易与投融资、价值挖掘和合

作、权益保护和创业服务等，支持科

技成果向该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转

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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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稳就业 保主体 抓亮点

本报讯 近日，在青岛高新区举

行的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青岛高新区

与海尔集团联手打造的 K-link 双创

生态平台发布。该平台汇集了海尔

集团 47 万多家核心企业资源、1 万

多份关键行业研报、5000 余条重点

产业政策，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帮

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小微企业加

速孵化。

据介绍，K-link双创生态平台为

企业提供平台，对新产业生态进行画

像，帮助企业快速对接产业资源、进

行生态布局、判断发展或裂变方向。

依托海尔集团的产业资源，企业在

K-link 平台上能够敏捷触点到产业

前端的场景需求，通过平台资源链、

数据链、创新链的赋能服务，在区域

内迅速建立或融入研发、生产、供销、

金融、人才齐聚的产业创新生态，实

现快速发展。同时，K-link 平台的

“产业大脑”能够实时汇集国家政策、

行业标准、最新前沿技术、企业经营

等要素数据，构建企业评价模型、产

业发展模型和产业地图等，指导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取长补短、优化产业布

局，适应时代变革。

下一步，青岛高新区将联合海尔

集团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快推

进K-link双创生态平台的应用，在不

断夯实自身基础服务能力的同时，吸

引更多优质生态合作伙伴，打造区域

新产业的创新生态，促进大中小企业

融通、产学研用协同和企业数字化转

型，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质降本增

效，捕捉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快速

发展。 青轩

青岛高新区联手海尔
打造大中小企业共享生态平台

本报讯（记者 罗晓燕）近日，主

题为“聚力升级——成就硬科技冠军”

的 2020 硬科技生态战略发展大会暨

硬科技金融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北京中

关村壹号举行。会上，北京硬科技二

期基金启动，同时由宁波银行北京分

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中国技术交易

所、实创集团、中科创星签订战略合

作，设立硬科技金融实验室，助力普惠

金融和硬科技发展。

据介绍，北京硬科技二期基金将

紧抓科技创新的几个方向：一是半导

体、芯片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航

天科技等前沿科技；二是人工智能、

5G等相关应用。

据悉，北京硬科技基金是北京地

区首只专注于硬科技投资领域的基

金，目前已投资项目56个，其中来自中

科院、高校的项目43个，占比76.79%。

目前，北京硬科技基金投资的“明星项

目”包括中储国能、中科宇航、长光卫

星、驭势科技、启尔机电等。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 CEO
李浩说：“硬科技早期投资的考验在于

专业和耐心，专业度体现在需要对科

技和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双重判断，

同时更需要在经营管理层面为科技企

业赋能。而耐心的考验，则是由科技

创新的‘指数型增长’规律导致的，硬

科技企业前期投入大、增长慢，突破成

长节点后则会迅速成长，耐心资本尤

为重要。”

北京硬科技二期基金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近日，

第三届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在

北京举办了导师培训会。此次培训旨

在进一步推进大赛评选相关工作，增

强导师辅导效果，提升参赛项目整体

水平。

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大赛作为

中央企业双创展示、开放创新、融通交

流的重要载体，已经连续举办两届，成

为推动中央企业双创工作、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带动社会创新创业的重要

手段。

据了解，此次大赛目前已征集项

目总数超过3300项，参赛人数近1.4万

人。同时，153名技术、管理和投资领

域的专家组建成“熠星导师库”。导师

将从商业策划、投融资、知识产权运维、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对参赛项目进行

辅导，快速提高项目商业化水平。

“集众智、汇众力”。中央企业熠

星创新创意大赛工作组针对项目需

求，邀请科研成果转化专家、知识产权

运维专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

名投资机构投资总监等专家讲师，精

心设计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员激励

政策解析、科技创业项目的系统设计、

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运营、科创企业股

权架构融资及上市常见法律问题解

析、第三届熠星大赛导师规范解读等

课程。

据介绍，此次大赛希望遴选出一

批优秀的、高品质的创业项目，将央企

的高科技成果赋能中小企业，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与增长极，打造推动经

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引擎；

进一步挖掘和培养优秀科技领军人

才，进一步激发央企创新活力，助力央

企科技创新。

熠星创新创意大赛举办导师培训会

舒适的办公桌椅、精致的装修风

格、共享的会议厅，咖啡吧、健身区、阅

览区一应俱全，青年创业者正在会议

室、试验室里忙碌……走进马鞍山慈湖

高新区的“梦之湾”众创空间，这里处处

充满创新活力、创业动力。在马鞍山慈

湖高新区，创业孵化器、江东创业大学、

东大科技园马鞍山双创基地等创新创

业平台已催生出驱动转型发展的全新

“科技内核”。

“江东创业大学培训萌生创业意

识，进入众创空间实操尝试，孵化器内

研发试产，最后落户园区规模化生产，

企业就像一棵树苗，从种子到参天大

树，全过程都在园区内完成。”马鞍山慈

湖高新区孵化器总经理俞华说。

近年来，马鞍山慈湖高新区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大

力推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聚

集。为此，园区积极整合创新要素，加

大双创平台建设力度，构建创新创业全

过程生态链。宁马科技园、西部产业合

作园、智能制造产业园等现代化、智能

化、标准化厂房建设，满足企业在不同

创业阶段的发展需求。“园区提供了办

公场地和硬件设施，给予培训指导，现

在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国各地。”亘

达信息科技公司总经理季小明说。

“我们坚持苦练内功厚植科创沃

土，提升存量企业创新能力。”马鞍山慈

湖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李娟说，园区编

撰了科技创新奖励暂行办法、企业入库

培育实施细则等文件，确保园区高新技

术企业持续增量提质。预计到今年年

底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达103家、科技“小

巨人”企业 4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将达30%以上。

同时，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依托区位

优势，积极对接苏浙沪，引进长三角高

科技人才团队。围绕节能环保及新材

料、电子通信、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

等主导产业，今年慈湖高新区招引高层

次人才团队 3 家以上，柔性引进院士 4
人。加强与全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科

研院所、高校对接，通过政策扶持、平台

搭建，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目前，已

先后设立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马

鞍山双创基地、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上

海马鞍山“双基地”等平台，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中科（马鞍山）新材料科创园有限

公司由中科院与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合作

成立。“这边钢铁产业完备，产业基础好，

园区多次与中科院对接，所以最终选择落

户。”该公司总经理冯海兰说，经过2年多

孵化，技术日臻成熟，小规模试产年产值

已达1.2亿元，不久将实现规模化量产。

截至目前，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完成

发明专利申请1011件，技术合同输出额

达 9.5 亿元，已累计成功孵化 244 家企

业。如今，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先后获批

国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园区、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园区、科技部“百城百园”行

动先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园区。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滨朋远至

江成大业”杭州高新区（滨江）十五期硅

谷精英沙龙暨人才活动周上，杭州高新

区（滨江）发布了新一轮“一流人才生

态”，包括发布人才新政、顶尖人才战略

伙伴专家及公推项目制度，成立HR智

库联盟等。

近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始终坚

持以一流平台集聚一流的人才。集聚

了一大批创新同盟，省级以上企业技术

中心、研发中心达282家；拥有一大批创

业导师和伙伴，集聚了各类高新产业中

的领军企业和“隐形冠军”，形成了热带

雨林般水土丰沛的产业生态。

活动现场，为进一步优化人才评价

方式，拓宽人才项目引进和选优渠道，

杭州高新区（滨江）聘请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严晓浪、中控

科技集团创始人褚健、新华三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等 12名杰出企业

家和知名院士专家学者作为人才战略

专家伙伴。通过“专业伯乐相才荐才”

的方式，发现和选拔“高精尖缺”创业创

新人才和优质项目。

据悉，这些人才战略专家伙伴推荐

的项目，如果是处于初创期的，则免认

定直接给予“5050计划”最高1500万元

扶持；跟进产业基金投资，直接进入投资

决策流程；重点推荐项目，政府基金给予

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投资；如已获得

投资机构投资的，产业基金可按照1∶1跟

投。此外，杭州高新区（滨江）还配套2亿

元的战略专家伙伴直投基金直投专家推

荐项目，加持人才项目落地发展。

同时，杭州高新区（滨江）“5050 计

划”3.0版对外发布，覆盖广度、时间跨

度、资助维度均加码提升。覆盖范围将

进一步扩大，硕士以上学历海内外人才

均可申报。资助方式上，在原有研发投

入补贴的基础上，增加“5050”人才基金

跟投，资本助力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不断出现和发

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杭州高新

区（滨江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三新人才新

十条”，不唯学历唯能力。据悉，创新创业

服务类、创业投资类、人力资源服务类、知

识产权服务类、高技能工匠类、互联营销

类等以往未纳入人才政策扶持范围的“三

新”人才，经认定后也可以享受购房补贴、

人才计划奖励等政策扶持。

此外，杭州高新区（滨江）HR 智库

联盟联盟成立。首批成员由阿里、海

康、网易、吉利等30余家重点企业CHO
或HRD组成，旨在打造最具“使命感、

凝聚力、生长力”的人力资源共享赋能

平台，通过标杆学习、经验分享，开展前

沿研究，共同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实践与价值提升，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打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发展新生态。

潘抗忌

杭州高新区（滨江）发布新一轮“一流人才生态”

海南：多举措推动企业高效复产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双创”孵化催生转型“科技内核”
▶ 贾克帅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近日，

“北京地区广受关注学术成果走进三

城一区系列报告会—人工智能创新

学术论坛之中关村科学城专场”在北

京中关村创业大厦举行。北京市科

协副主席孟凡兴表示，希望报告会继

续发挥学术交流对科技创新的基础

支撑作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学术

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体系

处副处长刘春哲说，北京海淀在人工

智能领域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在应用

研究、场景落地等方面具有全国乃至

全球的引领优势。

报告会邀请了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宗玉，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

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

晓，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锞，北京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欣波，北京大

学博士研究生封雪，深思考人工智能

机器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杨

志明等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专家，聚焦

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热点、前沿动态，

分享国内最新学术进展。

与会人员在听完主题分享后纷

纷表示，聆听到各位专家的精彩讲解

受益匪浅，不仅获得了新启发，也从

中发现未来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发展

新方向，打开了新思路，希望可以多

举办此类报告会，让产业界与学术界

相互协作、上下联动，形成北京地区

协同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提升我国人

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据了解，报告会由北京市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

员创业园、韵网、北京人工智能学会、

北京科技期刊学会、北京科技社团服

务中心等联合承办，中关村科学城管委

会提供支持。此次报告会采用线上线

下方式，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负责

人、投资机构、专业孵化器人员、企业

技术骨干等130余人参加报告会。

人工智能创新学术成果报告会
走进中关村科学城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分析人员正在化验室开展相关工作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