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家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价结果，优秀；36家

国家大学科技园评价结果，良好；40家国家大学

科技园评价结果，合格；17家国家大学科技园评

价结果，较差。

为加强大学科技园动态管理，推动其可持续

建设和发展，今年上半年，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委托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 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

进行了绩效评价，并于近期公布了评价结果。

该评价结果一出，几家欢乐几家愁。外界对

此高度关注的是，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绩效评价体

系如何？其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有无可借鉴的

创新发展路径？未来将走向何处？

3年“大考”提炼真金

记者从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了解到，此次评

价对象为第 1-10 批（2002-2014 年）已认定且通

过上一轮评价的 115家大学科技园，评价时间基

准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该时

间范围内各大学科技园相关信息为评价基础。绩

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基础条件和运营管理、科技

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创业孵

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开放协同发展等五大方

面，评价结果将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动态管理及

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

“大部分国家大学科技园取得了合格及以上

的档次，能较好地依托大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

和创新优势，不断强化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创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开放协同发展

等核心功能，逐渐成为科教企资源融合共享共促

的核心平台、高校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

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在高校落地的试验

田。”科技部成果与区域司二级巡视员陈宏生点评

说，从评价结果看，大部分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充分

发挥了五大核心功能。

“由于国家大学科技园所处区域、依托高校专

业特色、行业领域、建设模式、认定时间等存在差

异，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层次不一，呈现出梯度发展

局面。”陈宏生分析道，部分成立较早、依托高校实

力雄厚、开拓创新意识强的大学科技园发展较快，

通过先行先试在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业孵化等

方面探索形成了特色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影

响力，而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大学科技园成立较晚、

发展较慢，仍处于建设和初期发展阶段。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三大差异。一是大学

科技园发展所在区域的创新创业生态发育程度

上的差异，生态好有利于大学科技园创新成果

溢出和转化。二是大学科技园在建设模式和管

理体制上的差异，‘一校一园’管理主体明确、责

任到位，机制顺畅，容易做出成绩。三是大学与

产业界互动能力上的差异，学校资源向社会灵

活开放、产业界为学校技术落地提供丰富试验

场景的双向互动模式，更有助于大学科技园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长城战略咨询合伙人、科技

咨询总监刘佳薇评价说。

陈宏生表示，科技部、教育部将结合此次评价

结果进一步加强动态管理，形成“优胜劣汰”的动

态机制，促进存量大学科技园质量的提升。

特色化多元化发展制胜

30年开拓创新，国家大学科技园已经从单

一的科技研发平台，蜕变为转化高校科技成

果、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融通汇聚校企资源、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阵地，并结合实际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多元化

发展之路。

“北大科技园始终聚焦如何做好科技服

务，如何做好市场化、商业化的科技服务产

品 ，而 且 形 成 了 开 放 协 同 的 发 展 平 台 和 生

态。”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序列的优秀生，北

大科技园总裁陈庚在谈到该科技园的探索经

验时表示，自 2011 年提出建设“国家大学科技

园新十年新标杆”的战略目标后，北大科技园

在服务模式、发展路径、能力提升等方面一直

进行探索和创新。如提出“校地合作、协同创

新”发展路径，创立“创启未来”品牌，成立北大科

技园创新研究院和技术转移中心，探索形成“北

大科技园人工智能专业化众创空间+北大孵化

器+北京大学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北大科技园”

的全链条孵化载体，发起“北大科技园科技产业

未来领袖计划”（北领）以及组建“北大科技园

先锋加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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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

明》。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

式发表视频致辞。

（扫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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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

出版。

广告

“五化”建设为企业发展激活“红色引擎”
——专访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郭晓东

▶ 本报记者 张伟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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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多元化发展 国家大学科技园不走寻常路

近日，《“十四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印发。“十四五”时期，

中关村示范区发展有了明确的“路线图”和“工

期表”。

“十四五”期间，根据《规划》部署安排，中关

村示范区将重点落实七大任务。

一是坚持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发挥中关村科教资源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

性技术攻关，抢占未来前沿领域发展先机。探

索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构建领军企业

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

新联合体。实施中关村高精尖产业强链工程，

完善面向全国的“揭榜挂帅”机制，搭建高精尖

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加强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

支持。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建立独角兽

企业行业管家制度，支持领军企业形成战略科

技力量。

二是深化先行先试改革，营造世界一流创

新创业生态。 主动适应创新范式和科研组织

形式的新变化，营造创新友好型制度环境。充

分发挥中关村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作用，围

绕科技自立自强，在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管理、

人才发展、科技金融、新经济制度、创新生态治

理等方面，开展新一轮更大力度的先行先试改

革，持续滚动推出先行先试政策。创建中关村

科创金融试验区，推动建设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造全球创

新创业高地。着眼于推动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成果转移转

化服务，支持高校、院所、研究型医院等新建一

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加大对概念验证、

中试转化的支持力度，围绕主导产业打造100家

左右优质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医药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建设50
家左右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大力支持高水平硬

科技创业，加快建设标杆型硬科技孵化器。

四是强化数字经济引领，建设世界级创新

型产业集群。实施中关村数字经济引领发展行

动计划，加强数字经济底层技术攻关，加速数字

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发展。加快构建中关村

“241”高精尖产业体系，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两大主导产业引领发

展，支持先进制造、现代交通、绿色能源与节能

环保、新材料等四大重点产业高端发展，持续推

动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打造以科技创新为特

色的现代服务业。前瞻布局未来生命健康产

业、未来智能产业、未来材料产业、未来民用空

天产业。

五是推动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提升园区引

领带动作用。着眼于北京高质量发展新需要，

大力提升园区高精尖产业空间承载能力、专业

化服务能力和统筹协同发展能力。优化分园产

业空间布局，支持各分园重点发展1-2个主导

产业，推进组团发展模式。加强特色产业园建

设，规划建设提升一批特色产业园。实施园区

分类管理，开展分园综合评价，打造一批具有示

范带动作用的高水平园区，探索建立整改、退出

机制。

六是全球视野招才引智，集聚世界一流人

才。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育才、引才和用才机制，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高地。实施国

家级和市级人才计划，集聚培养高水平的战略

科技人才。实施中关村高聚工程，集聚培育高

层次的产业领军人才。出台国际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行动计划，吸引集聚海外优秀人才。实施

“雏鹰计划”，积极培育高活力的青年创业人

才。落实天使投资税收政策，实施“朱雀计划”，

集聚培育高价值的科技服务人才。

七是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高水平

开放的中关村。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深度参与国际科技治理，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努

力打造双向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全球创新网络关

键枢纽。着力把中关村论坛打造成为面向全球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加快建设中

关村论坛永久会址，完善常态化办会机制，持续

提升中关村论坛的国际化、权威性和影响力。

11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缓缴税费471.4亿元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12月1日公布数据显示，对第

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实施首

月，即11月1日至30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

471.4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此

次推出的税收缓缴政策主要呈现 3个特点：一是覆盖面

广，此次是针对年销售额4亿元以下（不含4亿元）的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第四季度部分税费，包含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二是涵盖税费种类多，

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除外）、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是优惠力度大，对于

年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上 4亿元以下的中型企业，可延缓

缴纳政策规定范围内各项税费金额的 50%；对于年销售

额 2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可延缓缴纳政策规定范围

内的全部税费。

对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传统制造企业而言，税收缓缴

政策提供了发展助力。河南优德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郭晓焕介绍，此次的税收缓缴政策预计可在第四

季度释放70多万元税款，对该企业发展助力很大。

“受益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税费政策，我们原

本四季度要缴纳的35万元税款可以推迟到明年一季度缴

纳，企业会有更多灵活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真是解了燃眉

之急。”新疆天富化工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牛乐媛说。

此外，为配合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相关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此前成立了电力保供专项工作协调小组，

并印发《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实施支持煤电

企业纾困解难税收措施的通知》，以确保煤电和供热企业

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应享尽享、增值税留抵退税应退尽退、

符合条件的困难缓税应缓尽缓。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 11月 30日，全国为 4800多户煤电和供热企业

累计办理“减、退、缓”税215.1亿元，其中累计办理减免税

65.5亿元，缓退税149.6亿元。 钟舒

中关村示范区“十四五”路线图与工期表发布

12月3日，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自此老挝迈入铁路运输时代。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

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将为加快建成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图为“澜沧号”动车组驶过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国铁集团供图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

文版出版发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清理

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和

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

足额支付的措施；审议

通过“十四五”职业技

能培训规划，加快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

自动驾驶商业化

迈大步再提速

长三角走出互利共赢

康庄大道

“网红”补税潮来袭

天网恢恢勿忘警示

面对挑战与机遇

环保产业需培育新业态

打造以国家高新区

为支撑黄河流域创新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