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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近日，

普华永道发布的MoneyTreeTM报告

显示，科技、媒体及通信（TMT）行业

的私募及创投（PE/VC）市场在 2021
年整体比较活跃。在TMT各子行业

中，科技行业的投资热度持续增长，

稳居子行业首位。

具体看，2021 上半年，PE/VC 在

TMT行业的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有

小幅回落，下半年实现大幅度反弹，

其中投资金额和投资数量均创下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的新高。上半年

TMT 行业的投资数量共计 1792 起，

环比下降 13%；下半年投资数量则达

到 2162起，环比上升 21%。根据已披

露投资金额的投资项目，2021年上半

年TMT行业投资金额为 334.79亿美

元，环比减少 3%；下半年为 425.54 亿

美元，环比增加27%。2021年TMT行

业延续大额投资趋势，上半年单笔过

亿投资的数量共 64 起，环比上升

16%；下半年出现了 73笔过亿投资项

目，环比上升 14%。大额投资仍主要

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半导体行业

及 IT服务业。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TMT行业主

管合伙人高建斌分析说：“在市场大

环境的带动下及国家对 TMT 行业

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的持续扶持

下，TMT 行业投资依然火热，其变

动趋势与总体行业基本一致。随着

市 场 对 碳 中 和 、能 源 行 业 追 捧 ，

TMT 行业投资在总体行业投资的

占比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TMT
仍是各行业中比较活跃、资本比较

青睐的行业。”

近日，为深入落实科技部、国家开

发银行签署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科技创

新合作备忘录》，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首单100亿元

“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题金融债券，

所募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该专题金融债旨在探索运用专题

金融债方式，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

导社会资金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的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郑州

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银行业研究与诊

断中心主任王勇表示，科技创新需要金

融的鼎力支持，而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的作用，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服务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

培育壮大更多科技企业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创

新体系，强化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

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科技创新的

需求。

中国银保监会今年3月底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21年年末，银行业金融

机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了 23.2%，比贷款平均增速高 12.1 个百

分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投贷联动项

下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了

18.3%；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科技

支行、科技特色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

构共959家，同比增长14.4%。

“金融是血液，实体经济是肌肉。

特别是科技创新环节，金融支撑作用尤

为重要。因为科技创新需要投入更多

资源和更多的血液供给。”西安中科光

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妍表

示，近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多渠道的科技金融体系，包括银行、

保险、私募股权以及科创板推出等，有

利于发挥金融在科技创新上的催化作

用，能够加速研发进程，推动科技创新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书架走向货

架，培育壮大更多的科技企业。

李妍举例说，西科控股“出身”中科

院西安光机所，自带科研属性，也与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朋友圈、盘活金融

资源，并致力于打造一院、一基金、一平

台、一空间、一智库“五个一”的科技成

果转化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金

融服务。自成立以来，西科控股已培育

出炬光科技、中科微至、驭势科技等硬

科技企业360多家。

“金融支持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最重要的作用是，用金融之‘润

滑剂’润滑科技创新链条，确保科技创

新链条的顺利运转。”王勇说，因为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是科技创新链

条的中后端，也是科技创新显现实效的

关键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金融

支持将会寸步难行。因此近年来国家

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积极发展

壮大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量。

尚存若干堵点和矛盾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在实践中仍面

临诸多堵点与短板。王勇表示，这些堵

点主要集中表现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

社会融资模式与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

不匹配；科创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创企

业亟待股权融资，但相应的资本市场体

系仍不完善，融资渠道较多依靠银行业

信贷产品，而科创企业的自身特点与银

行信贷准入标准存在较大差异；科技成

果转化，金融支持力度不足、手段单一，

导致承接成果转化的中小企业难以获

得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支持，尤其

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早期，影响成果转化

率。此外，银行业在推进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评估

难、变现难、风险控制难等一系列问题。

“金融供给科技创新的总量不足，

导致科技创新存在供血不足；金融对科

技创新的各个阶段渗透不足，导致科技

创新各阶段获得的金融资源不均衡。”

李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与科技创

新之间存在三大矛盾：金融追求的确定

性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

资本的“短钱”属性与科技创新的长周

期之间的矛盾；金融“大钱”与早期科技

创新需要的“小钱”之间的矛盾。“特别

是科技创新早期更需要长期的金融支

持，就像一粒种子，要让它长成参天大

树，需要更多的营养、土壤和雨露。”

让金融之“水”
浇灌科技创新之“花”

如何打通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堵

塞点，更好地浇灌科技创新之花？

“要探索建立以股权融资为主的融

资模式，促进金融深度参与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并形成良性循环。”王

勇说，比如政府投资基金要以基金设立

为契机，以基金运作为平台，以项目投

资为抓手，以增值服务为亮点，投资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中前期的项目，打通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开发

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积极为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金融支持，还要

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前提下，积极参

与符合职能定位的产业基金，合理提高

转贷款业务中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

比重；商业银行科技信贷要将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重点服务领域，努力实

现科技企业贷款余额、有贷款户数持续

增长，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王勇进一步表示：“要持续优化金

融资源配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双向

发力，疏通堵点卡点，为科技创新及成果

转化、产业化注入更强金融动力。比如鼓

励保险机构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支持

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试点和新

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试点，以及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开办首版次软件保险。”

“建议可以由科技创新主导资本分

配，也就是说国家认为哪些领域存在

‘卡脖子’，哪些地方需要科技创新先

行，推动金融介入，将科技当作金融的

‘指挥棒’。”李妍建议，需要建设更多的

金融国家队扶持一些混合所有制基金，

然后按照国家科技创新的需求进行资

本的配置，支持国家科技创新早期项

目。同时建立一套精准的金融灌溉科

技创新的体系，将金融“长钱”精准匹配

到科技创新长线需求中。此外，银行保

险应大力支持具有国家使命的科技创

新母基金或硬科技早期投资机构发展，

满足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需

求，构建契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满足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金融工具体系。

金融如何深度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2022年“湾高赛”
聚焦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近日，2022年第四届

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在佛山启

动。此次大赛以“高价值专利引领创新型湾区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赛设立金奖、银奖和优秀奖共

50项，奖金总额400万元。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一级巡

视员何巨峰表示，自 2019 年开始举办的“湾高

赛”，3年来树立了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和落

地转化的标杆，有效赋能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了贯彻大湾区规

划纲要和深化粤港澳知识产权合作的名片品牌，

进一步优化了大湾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的生态。

佛山市副市长黄少文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

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佛山将积极搭建

高价值专利转化落地平台，探索建立“湾高赛”数

字资产中心，以更好的服务将大赛办出更高水平，

以更优的政策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取得更大成

果，引导全社会加强对知识产权及创新工作的关

注和投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署署长黄福

来介绍说，2021 年，香港知识产权署收到来自

内地的专利申请超过 7000 件，与 2019 年相比，

增加近 3 成。粤港澳大湾区正快速发展成为一

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代局

长陈子慧表示，“湾高赛”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

新发展的重要合作项目。未来，澳门将持续加强

交流合作，携手强化知识产权支撑创新发展的作

用，引导带动创新主体积极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

布局工作，共同营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氛围。

据了解，自 2019 年以来，“湾高赛”分别在珠

海市、东莞市、佛山市举办，累计吸引内地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1998 个项目参赛，其中，香港项

目30个、澳门项目23个，以及广东省以外项目516
个，涉及专利总量超过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

60%以上；累计投入资金 1647.3万元；评选出奖项

101项，发放奖金 864万元。如今，该大赛已成为

粤港澳三地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发展的一个重要连接

点和工作平台，促进深化了三地知识产权交流合作，

树立了三地知识产权深度合作的成功典范。

目前本届大赛报名系统已开启，面向全国征集

优秀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赛。大赛报名截止日

期为2022年6月20日。

据悉，此次大赛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

识产权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署、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佛山市政

府共同主办。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采用无人船采样，将水质数据通过 5G信号回传，船上

的水质监测设备能够实现快速分析，助力白洋淀区水质改善。图为工作人员在

雄安新区白洋淀调试无人船。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8.5%

去年中国TMT行业投资比较活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海港安排了2.5万名干部职工生活和工作在港区，确保上海港船舶通行和作业正常。与此

同时，上海港积极助力生产企业，想方设法帮助企业畅通货物运输，全力保障供应链不中断。图为一辆自动导引运输

车在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行驶。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本报讯（记者 叶伟） 为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

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意见》明

确，“十四五”期末，在以技能人员为主体的规模以上企业和

其他用人单位中，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普遍建立与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衔接、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

应，并与使用相结合、与待遇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高技

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虽已实现职业发展贯通，但由于技

能等级（岗位）设置不健全，技能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水平不

高、吸引力不强等，难以有效引导广大技能人才立足本职、

扎根岗位、实现岗位成长成才。为此，亟需健全完善的技能

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为此，《意见》从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系、完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机制、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培养使

用待遇相结合等方面，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在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系方面，《意见》提出，全面

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健全技能岗位等级设置，完善职业

标准体系，促进职业发展贯通。比如，实行技能人才职业技

能等级制度，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有关规

定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使有技能等级晋升需求的人员

均有机会得到技能评价；在现有职业技能等级设置的基础

上适当增加或调整技能等级，对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

种），可在其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

在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职业技

能等级（岗位）序列等。

在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方面，《意见》提出，实行

分类考核评价与采取不同考核评价方式，支持用人单位自

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比如用人单位可将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与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术攻关、揭榜领题等相结

合，打破学历、资历、年龄、比例等限制，对技艺高超、业绩突

出的一线职工，按照规定直接认定其相应技能等级；社评组

织根据市场需求和劳动者就业创业需要，面向劳动者开展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促进技工院校教学与企业用人需求紧

密结合，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

作过程对接，积极为学生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服务等。

在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

方面，《意见》提出，充分发挥技能评价对提高培养培训质量

的导向作用，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岗位使用有效

衔接，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

工资制，健全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比如，要将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作为引导职业技能培训方向、检验培训质量的重要

手段；用人单位结合用人需求，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

合理安排使用技能人才，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技

能人才使用相衔接等。

我国将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新华社北京 4月 27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多重风险挑战下，我国工业

经济总体平稳开局。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8.5%，但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间利润分化

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采矿业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48 倍 ，制 造 业 下 降

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下降30.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

虹表示，能源保供措施有效推进，煤炭

等能源产品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上涨，共同带动相关行业利润

快速增加。

一季度，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速较

1至2月份加快15.8个百分点。其中，

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3 月

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涨

幅分别扩大至53.9%、47.4%，带动一季

度行业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89 倍、

1.51倍。

利润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单位费用下降。随着减

税降费、助企纾困政策持续显效发力，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费用同比减少0.54元，较1-
2月份减少0.18元。

“总体来看，一季度减税降费、助

企纾困多措并举，工业企业利润保持

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外部输入性

通胀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给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带来诸多挑

战，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朱虹说，

下阶段，要落实落细支持实体经济稳

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做好保

供稳价工作，保障物流畅通，着力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

工业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创造更多有利

条件。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近日，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

点（重庆）启动活动在重庆市璧山区

举行。

据介绍，东数西算”工程确定成

渝地区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八大枢纽节点之一，按照规划还将设

立天府数据中心集群和重庆数据中

心集群，其中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

片区是重庆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之

一。作为西部经济的重要支点，重庆

数据中心集群将聚力打造国家（西部）

算力调度中心和西部国际数据门户。

活动上，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

管理局副局长景根元表示：“将进一步

推动数据中心协同创新发展，优化数

据中心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进一

步加大统筹力度，促进重庆市数据中

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

中科曙光总裁历军说，西部（重

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是曙光参与

“东数西算”的具体实践，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后，将有力支撑重庆乃至西南

地区城市管理、智慧医疗、自动驾驶

等应用发展，成为西部数字信息基础

设施的重要战略载体。

据悉，在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大

数据发展局、璧山区政府等支持下，

曙光公司承担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先进数据中心任务。该项目将构

建节能、安全、多元的算力资源，打

造集通用计算、异构计算、智能计算

于一体的先进数据中心，比如在节

能方面，项目采用了曙光浸没液冷

技术、余热回收、绿色建筑等多种相

关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重庆)科学城

先进数据中心已迎来首批签约合作

伙伴，曙光计算公司与重庆移动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并与特斯联签署算力

服务协议,联手打造算力网络生态圈,
助力重庆数字化转型升级。

“东数西算”成渝枢纽（重庆）
正式启动

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