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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动态双创动态

打造孵化3.0升级版

2021年，天津滨海高新区深入贯彻

落实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关于推动双创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系统

谋划双创载体建设在区域产业创新生

态构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提

升创业孵化机构服务效能，推动创业孵

化工作再上新水平，有力支撑了滨海新

区乃至天津市双创事业发展。

截至目前，天津滨海高新区各类创

业孵化机构总量已达57家，天津市占比

超 1/5。其中，天津市市级以上科技企

业孵化器19家，含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9家；天津市市级以上备案众创空间

25 家，含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8 家，稳居

天津市各区（开发区）首位。

2021 年，天津滨海高新区新认定

（备案）天津市市级孵化机构总量创历

史新高。众禾、海高融创等 6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芯火、北大创业训练营2家众

创空间通过认定（备案）。新认定天津

市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量占天津市

一半以上，为升级培育、做大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底盘，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天津滨海高新区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优秀率，处于天津

市领先水平。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0年度考核结果，天津滨海高新区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有 4家获评“优

秀”、4 家获评“良好”，综合占比达

88.9%，高出天津市 13.9 个百分点。天

津滨海高新区创业孵化机构总体呈现

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近年来，天津滨海高新区主动践行

新发展理念，通过紧紧把握双创工作的

本质规律和内在逻辑，不断完善更加市

场化、专业化、开放化的创业孵化体系，

助推新动能引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需求导向，做好孵化工作顶层

设计。天津滨海高新区出台并组织实

施《天津高新区关于加快孵化载体高质

量发展的鼓励办法》，支持孵化机构专

业化、品牌化发展，不断提档升级。

坚持问题导向，谋划解决制约孵

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天津

滨海高新区成立了高新区大孵化器联

盟，发布“津菁汇”创新创业品牌，建立

服务清单，为孵化企业提供全创新链精

准服务。

坚持质效导向，推动孵化机构提档

升级。天津滨海高新区围绕“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小试中试—产业化”创新

链条，打造“津菁汇”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叠加孵化机构科技服务资源，降低

企业研发成本，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坚持生态导向，支持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天津滨海高新区推动中环

电子、中科曙光、天地伟业等龙头企

业结合自身需求，建设专业孵化器；

围绕“两室”“两谷”建设，推动中科先

进院、微电子研究院、航天五院等科

研院所筹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孵化机

构。各类孵化机构 2021 年新增在孵

企业 435 家，获得投融资总额 6675 万

元；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9 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78 家，雏鹰企

业 100 家，瞪羚企业 5 家，成为集聚科

技企业的核心载体和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的摇篮。

坚持服务导向，精准助力科技型中

小企业发展。天津滨海高新区市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两年享受惠企

政策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比例超过一

半以上，2021 年服务在孵企业达 1976
家次，组织各类创新创业活动超过 300
场次。

坚持人才导向，广泛集聚优秀人

才。天津滨海高新区以留创园建设为

抓手，构建综合性人才服务体系。2021

年，天津滨海高新区围绕主导产业，新

增海外留学生企业近20家，总投资额近

6000万元，引进玄度科技大数据、劲风

生物等高质量项目5个。

当前，天津市正着力打造自主创新

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滨海

新区正深入实施创新立区战略，笃定高

质量发展不动摇。作为承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天津市创新资源

最为集聚的区域，天津滨海高新区要在

系统打造天津市乃至全国最优的创新

创业生态环境方面持续发力，贡献作

为。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创业孵化载体建设是壮大创新主体

底盘、筑牢经济发展底座、提升“双创”

工作底蕴的重要支撑与核心引擎。

下一步，天津滨海高新区将紧紧

围绕产业定位和中国“信创谷”、特色

“细胞谷”建设要求，把握科技企业成

长与发展规律，着力构建“创业苗圃—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完整孵

化链条，从规划引导、政策优化、服务

升级、金融赋能、科产联动等多个维度

发力，打造“孵化 3.0”升级版，为天津市

新动能引育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 张婕

▶ 成颂华 杨美玲

本报讯 2021年，清远高新区技

术合同成交额再创新高——2020.4万

元，成功突破 2000 万元大关，同比增

长 96.2%。其中，技术开发合同成交

额为 1944.6万元，技术转让类合同交

易额为 75.8万元，合同主要类型为技

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技术吸纳地主要

分布在广东省、福建省、四川省。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衡量一个地

区科技产出情况和科技创新能力的

重要指标。据了解，清远高新区 2021
年 1-11 月专利授权量共 1672 件，同

比增长10.73%，其中发明专利158件，

同比增长 30.58%。14家企业获得“创

新清远”科学技术奖，204家企业通过

2021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定。其中，

4家企业获得2021年清远市专利技术

实施计划项目立项，4 家企业被认定

为2021年清远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佳致研究院获得第 22 届中国专利优

秀奖。

为推动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增长，

2021 年清远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通过举办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建立

企业成果需求库、主动对接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走访大量企业等方式，建

立企业科技成果需求库和高校专家

资源库，宣传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优惠

政策，培养了一支专业化技术经纪人

队伍，为2021年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大

幅增长夯实了基础。

下一步，清远高新区创新创业服

务中心将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全链条服务，加快技术要素的流动，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更多科技

成果在清远高新区实现落地转化，为

清远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斯年 滕志勇

本报讯 近日，在湘潭高新区院

士创新产业园，湖南千智机器人公司

研制的一款空地协作机器人进入调

试程序，这预示着千智机器人家族将

增添一名新成员。

通过科技创新及院士创新产业园

培育，这家曾为人才、资金、厂房四处奔

波的千智机器人公司，目前已自主研

发、生产特种机器人30余款，申请专利

80多项，成长为行业翘楚。

据了解，院士创新产业园是湘潭

高新区重点打造的双创孵化平台，以

院士创新创业示范带动创新要素集

聚，为企业提供政策引人、服务感

人、事业留人的全方位“保姆”式优

质服务。截至目前，院士创新产业

园吸引 60 多名两院院士、行业领军

人才、海归学者等入园，共有国家级

创新平台 5 个，落地在孵院士项目

10 个 ，涉 及 超 纯 高 阻 硅 X 光 探 测

器、多肽药物研发中心、量子聚能供

氧材料技术等多个领域，拥有国际

国内首次或领先技术成果 42 个、行

业首创成果19个。

湘潭高新区还建成火炬创新创

业园等 8家“园中园”，拥有各类厂房

和办公楼 78.5万平方米，成为孵化科

技企业、转化科技成果、服务产业发

展的沃土。

通过建设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

湘潭分市场，湘潭高新区立足链接供

需两侧，激活第三方专业服务，采用

“线上平台+线下平台+服务空间(要
素市场)”模式，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

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促进要

素有序流动，活跃技术交易。2021
年，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湘潭分市场

充分挖掘企业需求，促进产学研合

作，达成合作项目100余个。

湘潭高新区打造的“智造莲城”

路演品牌，已成为湘潭市创新成果转

化项目品牌路演活动。2021年，56家

(次)投资机构、93家(次)金融机构参加

6 场路演，现场签订意向投融资协议

25.92亿元，成果转化项目20个。

彭婷 刘澜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龚智宏）

2022年1月11日，兰州高新区与瑞典

环境科学研究院（IVL）举行座谈会，

双方围绕“双碳”概念、应用领域，以

及合作模式等进行了多纬度“云端”

交流讨论。

据了解，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

（IVL）成立于 1966 年,是致力于环境

保护的国家级应用型研究机构，为瑞

典政府、企业以及国际机构提供研究

和咨询服务。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

驻华首席代表高思表示，IVL 团队将

整合现有科研成果，借鉴国际上先进

的双碳经验，结合兰州高新区实际情

况，寻求适合兰州本土发展的解决方

案，助力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安

兴才对 IVL围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

的工作给予积极回应，希望能够在建

筑碳排、污水处理、碳捕获技术等领

域进行深度交流，匹配合作项目，促

成交流与合作。甘肃朗乾环境科学

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表示，循

环经济要重视全局规划，提高双碳

认知，找准双碳本土化的关键突破

点。瑞典维康士有限公司驻华代表

贾兰民希望多开展有关双碳的培训

工作，让更多企业家和政府部门管

理人员了解双碳会带来哪些机遇。

兰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孙裕表

示，双碳战略给兰州高新区带来了很大

的发展机遇，存在很多后发优势。兰州

高新区对于绿色园区的发展有很迫切

的需求，期待未来能邀请 IVL专家团队

来兰州实地考察交流，加深了解，碰撞

出合作共赢的绚烂火花。

时至数九寒天，冷空气轮番来袭。然

而襄阳高新数字经济产业园西门子数字工

业创新中心施工现场却热潮涌动、紧张繁

忙，生产线设备加紧调试、沥青铺设车来回

穿梭、园艺工人紧锣密鼓铺设草皮……

数字化浪潮正在全球各地掀起一场变

革。顺应潮流，位于襄阳高新区的襄阳高

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襄阳高新国投）全面

开展转型发展工作，联合西门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襄阳

数字工业创新中心。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数字工

业“三甲医院”，助推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转型。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企业提供数

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孵化培育数字化工业

企业、完成联合创新技术研发项目、培养西

门子认证的数字化工程师。

2021 年 3 月，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

项目开始装修建设，襄阳高新国投发挥“店

小二”服务精神，勇于担当，竭力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2021 年 5 月，襄

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项目展示屏、产线及

实验室，有大量设备需要在装修过程中进

行安装调试，因临时用电荷载有限、电压不

稳，无法满足设备调试要求。襄阳高新国

投了解项目困难后，立即到现场了解实际

情况，积极对接电力部门，帮助襄阳数字工

业创新中心解决用电难题，保障襄阳数字

工业创新中心设备正常调试，使得项目建

设能按照时间进度顺利进行。此外，该项

目大门口因遮挡，车辆通行不畅，给企业经

营带来了不便，襄阳高新国投在了解这一

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协调

会，推动相关部门快速打开进出口通道，在

方便企业车辆进出的同时提高车辆通行安

全性。

“我们的项目建设能够如此顺利，并在

2021年襄阳市重点项目观摩交流活动中获

得第三的好成绩，得益于襄阳高新国投秉承

‘店小二’的服务精神，一直用真心真情服务

项目。”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副主任姚朝云

说，现在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已接待2065
人参观，对接企业170余家，上门“问诊”100
余家，为50家企业出具企业问诊报告……

未来，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将与西

门子、江苏省产业研究院共同打造湖北省

第一流数字工业共享研发区、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将实现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仿真分析、测试验证、培训认证、创新实

验、智能制造创新研究、工业大数据平台应

用、工业智能体验及应用，同时开展新技术

示范与推广、技术转移、成果转化、高端人

才培养等工作。襄阳高新区将通过 3-5年

的运营，将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打造成

为全国数字工业、智能制造高端服务的标

杆、襄阳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2022年 1月 5日，新疆已进入寒冬，走进昌吉高新区，

这里四处洋溢着创新的气息。

“81团 2连 3号井，用水 108立方米，设备运行正常。”

在新疆禹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水资源管控大屏上，这里实

时显示着 600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

农业灌溉用水情况。

近年来，禹拓物联联合浙江杭州云铂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建设新疆水资

源信息管控大数据平台和水计量远程管控装置生产

线，可及时掌握用水信息，为高效节水农业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在新疆三吉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这里仍是一片

忙碌的景象。该企业负责人介绍说，该公司是一家从事新

型环保设备生产的科技企业，成功打造了“三江龙”自主品

牌。该企业能生产16个品种的垃圾箱、垃圾船、污水处理

设备等新产品，还编写了 1320升地埋式垃圾箱、5吨地埋

式垃圾箱制造企业标准，帮助众多城市实现了各类废弃物

的分类、收集、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目前已发展成为同行

业的标杆。该公司旗下有 4个分公司，产品占了新疆 80%
的市场；拥有22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批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

走进新疆飞仕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览厅，

TM08-08号、TM09-Z号、TM-2011-01号等 9个型号的

无人机琳琅满目。

据介绍，飞仕德是昌吉高新区今年新引进的科技企

业。该公司集无人机系统研发、制造、销售、培训及飞行服

务为一体，业务涵盖产业链各环节，包括电力／管道巡线、

地质勘探、环境测绘、边防巡逻、货物运输、消防应急、警情

监控、航拍航测等多个行业。

飞仕德董事长单小庆说：“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公司将强抓新机遇，依托航

空科技、新材料、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及5G等技术，致力于

给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空中物流运营系统和空中立体出

行的解决方案，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近年来，昌吉高新区在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的同

时，不断加大科技型新兴产业引进力度。截至 2021年年

底，该园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41家，较 2020年新增 9家，

占新疆高新技术企业的35.3%，较2020年提高1.66个百分

点，新引进科技型企业30多家。

昌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斌说：“2021年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我们将持续在‘高’和‘新’上做文章，在科技政策保

障上用实劲，让科技创新成为经济行稳致远的永久活力。”

2022年1月8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济南发布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51.09%的柴油机。在2020年9月热效率突

破50%的基础上，时隔480天，潍柴动力再次刷新世界纪录，将对推动传统内燃机行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图为国际权威检测机构德国TüV南德意志集团向潍柴动力颁发认证证书。

图片来源：潍坊高新区

昌吉高新区：寒冬不减企业创新热情

襄阳数字工业创新中心
孵化数字化工业企业

天津滨海高新区“六个导向”促双创

超2000万元，年增长96.2%！
清远高新区技术合同成交创新高

湘潭高新区引来“大院士”
撬动“大创新”

兰州高新区与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
开展“云端”交流

▶ 宋华敏

2022年 1月 8日，湖南省优质水生生物繁育及加工研究院开工暨签约仪式

在益阳高新区举行。这将为益阳市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加强发展优质淡水渔业

产业研究、擦亮“中国淡水鱼都”金字招牌，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图

为签约仪式现场。 图片来源：益阳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