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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奋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新天堂杭州奋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新天堂
▶▶ 本报记者 叶伟 特约通讯员 施勇峰

杭州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全力打好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首选地建设“攻坚战”，锻造

发展硬支撑；全力打好杭州城西

科创大走廊建设“阵地战”，建设

创新策源地；全力打好创新活力

之城建设“升级战”，彰显杭州新

气质，奋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新天

堂，为扛起“两个先行”头雁担当

提供有力支撑。

良渚实验室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近年来，杭

州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相继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打造“硅谷天堂、高科技的天堂”，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取得重大进展，

创新实力显著提升。

今年 9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

的“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杭州市位

居全球前 100 个最具活力科技活动集群的第 14
位，创历史最佳成绩，与伦敦、西雅图等城市排

名相当。数据显示，1-8 月杭州市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增加值 1872.21 亿元，同比增长 4.5%。在

今年 7 月举行的浙江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杭州

市蝉联浙江省“科技创新鼎”，在杭单位获得浙

江省科学技术奖 192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

置实现“零”的突破，布局建设 7 个浙江省实验

室，杭州市全域创新体系构建取得新进展。

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当前，杭州市深

入贯彻落实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创

新制胜”工作导向，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围绕建设“全球创新策源地、全球人才蓄水池、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建设综合性科学中

心，打造“创新创业的新天堂”，向着建设世界一

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阔步迈进。

实施创新提能行动
丰富成果源头供给

如何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让更

多的科研成果留在杭州，甚至吸引全球的科研

成果在杭州转化？杭州市给出的答案是，聚焦

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

破口，实施创新提能行动，丰富成果源头供给。

从杭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的分析

看，基本形成了 4 种模式，即由浙江省实验室探

索形成的“首席科学家引领型”，由新型研发机

构探索形成的“体制机制创新型”，由领军型企

业探索形成的“自主研发驱动型”，由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探索形成的“创

新创业生态孕育型”，各具特色，有效助力杭州

建设“创新创业的新天堂”。

11 月 5 日，在之江实验室主办的首届生物

计算国际学术会议上，之江实验室发起并正式

启动生物计算国际合作科学计划（BioBit Pro⁃
gram），携手伦敦大学、华盛顿大学、以色列理工

学院等国际一流科研力量，共同开展生物计算

创新探索研究，赋能生命健康、新材料、环境等

多领域发展。

之江实验室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是浙江省

委省政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新

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目标，主攻智能计

算、人工智能、智能感知、智能网络、智能系统 5
个研究方向，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

和核心系统研发，涌现出了一批前沿科技硕果：

“神威量子模拟器”获 2021ACM“戈登·贝尔

奖”，并入选 2021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研制出国

际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研发的仿

生深海软体机器人实现万米深海操控并登上

《自然》（Nature）杂志封面；面向全球上线之江

天枢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2020 年 7 月，西湖实验室获批成立，由西湖

大学牵头建设。两年来，西湖实验室瞄准全球

生命健康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聚焦国家和浙

江省生命健康重大战略需求，在基础研究、转化

应用研究和应急医学研究攻关方面逐渐产出极

具标识力的突破性成果：新冠病毒研究成果登

上《科学》杂志封面，《自然》杂志刊发解密精子

活化开关钙离子通道体，《细胞》杂志刊发首次

发现肿瘤内菌群保护肿瘤细胞抵抗液流压力促

进转移……

一项又一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体现

出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等浙江省实验室的

创新动能；以基础研究成果为起点，杭州推进高

水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迈出新路。西湖大学科

学家作为首席科技委员会主席及首席科学家已

经牵头成立 23 家公司，融资额达到 16 亿元，估

值超过 100 亿元。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杭州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浙江省实验室和新型研

发机构纷纷设立控股平台，投资成果转化企业，

为杭州市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这是杭州市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杭州市以超常规方式培育

壮大战略科技力量，以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

为牵引，初步形成“1+2+16+7”新型实验室体

系（1 个国家实验室、2 个大科学装置、16 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7 个浙江省实验室），培育建设

28 个浙江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打造出矩阵式战

略科技力量。

高校是区域发展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也是区域发展的创新源头和动力引擎。杭州市

引导在杭高校激活科研创新资源，鼓励专家教

授带成果、项目、资金创办企业；出台政策鼓励

高校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对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应用技术交

易平台实现的技术交易活动，按不超过其年度

输出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

奖励。

此外，健全成果供给制度环境。探索推进

首席专家负责制，开展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建

立以市场需求为引领、应用为导向的项目立项

组织机制，支持各方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共建

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平台载体。

实施攻坚提质行动
不断壮大科技企业集群

一头是科研探索，一头是产业需求。杭州

市以需求侧市场化配置为基础，实施攻坚提质

行动，激发成果转化需求，让更多的科研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成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青年创新创业工作室

张栋梁混塔工作室。这是一支以青年高层次人

才为主体、专注新能源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应

用的创新创业团队，为该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起到强有力的榜样示范作用。

混塔工作室在张栋梁博士的带领下，摒弃

“核心技术靠化缘的思想”，深入挖掘国内风电

高塔技术痛点，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探寻一种可

替代现有钢制塔筒且更具安全性、经济性的新

型塔筒型式，攻克了超高耸大型风电机组支撑

结构关键技术难题，首创免灌浆干式连接分片

预制装配式混塔技术，形成了集设计、生产、安

装、数字化全过程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累

计授权专利 50 余项，研编行业标准 1 部。以张

栋梁为首的博士后青年团队积极推动专利技术

等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近 3 年销售混塔产品

400余台套，总装机容量超 1600 MW，带动混塔

项目合同额 20 亿元，尝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甜头。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自然是科技成果

转化的主体。杭州市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

位优势，健全“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大变强”

的企业梯次培育机制，通过实施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倍增计划，科技企业集群不断壮大，成为科

技成果转化大军中的有生力量。截至目前，杭

州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222家，居全国

省会城市第二位；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

达到 2.3 万家。同时，实施“两清零一提升”行

动，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提升。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建

筑集成服务商，参与承建了中国“天眼”等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面积相当于 30
个足球场那么大，外形像一口巨大的“锅”，中间

完全没有柱子支撑，建造难度极大，精度要求极

高。东南网架组织了专门的研发团队，着手研

究第一手工程技术资料。考虑到“天眼”项目的

结构耐腐蚀性和轻量化要求极高，安装精度要

求也非常严格，最终决定背架结构单元采用铝

合金和不锈钢构件。可是，铝合金在焊接后强

度会大大降低，而常规钢结构基本采用焊接成

型。惯性思维带来了错误的方向，当时首先想

的是怎么改进焊接工艺，然后又考虑是不是能

改善材质，又因工艺困难、成本过高等原因否定

了正反螺纹拧入连接方式，经历了一次次的挫

败。最终，通过查阅各类专业书籍、咨询行业专

家，终于偶然间发现了冷加工挤压成型法。在

对封板进行了数次技术改进后，其连接杆件的

力学实验结果终于满足了要求。就是这样坚持

不放弃地反复试验和改进，首创了高精度铝合

金网架结构，为中国“天眼”建设贡献了力量。

企业以“需求”为牵引，进行技术攻关，最终应用

于生产制造，东南网架这种做法在杭州具有典

型性。

杭州始终聚焦创新活力之城建设，贯彻创

新强市战略，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建立大学科技

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链式孵化体

系，打造全国最佳创业梦想实现地。加大专业

化众创空间、孵化器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

浙江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100万元、50
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

力量合作共建成果转化园，鼓励探索“研究院+
天使基金+孵化器（转化园）”模式，每培育出一

家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

15 万元奖励。杭州市在 2006 年首创的这项奖

励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成果的政策，有效带动

了杭州孵化器建设，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建设创

新创业载体。目前，杭州市拥有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 57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不仅如此，杭州区域创新体系持续优化，杭

州高新区、萧山临江高新区在 2021 年全国 157
家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中，排名分别上升

至第 5 位、第 91 位；杭州新获批上城信息智能、

拱墅大运河数智、富阳光机电、余杭未来科技城

4家省级高新区。

实施服务提效行动
完善成果转化生态

近年来，杭州市以服务侧体系化重塑为抓

手，实施服务提效行动，完善成果转化生态，不

断健全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和环境。

聚焦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杭州

市建设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搭建科技成果线上

交易平台，建设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构建多元主

体协同、线上线下融合的技术交易生态系统，打

通成果转化链条；以国有资产为牵头发起方，组

建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形成市、区（县、市）

两级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引进成立了杭州中科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技术交易所杭州中心

等“国”字号成果转化平台，致力于科技成果转

化；链接浙江省网上技术市场 3.0，开发系统智

能、功能强大、数据可靠的数字化交易平台。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

才。杭州市积极培育职业化队伍和专业化服务

机构，连续 10 多年组织技术经纪人免费培训

班，累计培养浙江省级技术经纪人 1349名；鼓励

高校设立成果转移转化相关学科和人才培养基

地，浙江大学新设立 2023级非全日制技术转移方

向工程管理硕士班，今年招收30人；加大对中介机

构的政策扶持力度，对首次成长为规模以上的科技

中介服务企业给予一次性 50万元奖励。

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
建设“创新创业的新天堂”

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政策保障

需先行。杭州市成立了高规格的建设领导体

系，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了构筑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首选地实施方案，提出要构建以杭州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核

心，全市域布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其

中，支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是一项重大举措，即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建

设概念验证中心，提供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二

次开发、工艺验证、中试熟化、商业化开发等服

务。

10 月 25 日，由浙江大学牵头建设的启真创

新概念验证中心正式成立，这是浙江省首个创

新概念验证中心。该中心将建立“项目筛选、项

目投资、项目培育、联合发展”四大机制，依托浙

江大学前瞻性、颠覆性、战略性技术创新，深度

链接浙江大学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成果到产

品创新与市场落地全过程，在生命健康、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制造、新能源、

智慧海洋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系统性推进科技

成果产业化，逐步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创新—

工程应用—产业发展”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夯实

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条，将推动创新链、人才链、

资本链、服务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建立市场

化的运行机制，浙大控股集团联合战略合作伙

伴，共同成立创新概念验证中心的运营实体，设

立创新概念验证基金。

做好科技成果转化不仅着眼于现有的浙江

省内资源，而是要放眼全国甚至全球的资源。

杭州市以特色化创新举措为引领，实施品牌提

升行动，推动科技成果“全球买全球卖”。打造全

国颠覆性技术转移先行地。打造全国首个成果概

念验证之都。鼓励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

围绕五大产业链建设综合型或分领域概念验证中

心+中试服务平台体系，打造科技成果底层生态。

当前，杭州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全

力打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建设“攻坚

战”，锻造发展硬支撑；全力打好杭州城西科创

大走廊建设“阵地战”，建设创新策源地；全力打

好创新活力之城建设“升级战”，彰显杭州新气

质，奋力打造创新创业的新天堂，为扛起“两个

先行”头雁担当提供有力支撑。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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