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支持院地、校地、校企合作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

加强东北科技大市场能力建设，形成‘周周有’的常态化科技成

果供需对接机制，全面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近日，辽宁沈阳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沈阳市科技局局长

赵日刚道出新一年科技创新工作的目标：力争全市转移转化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 900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300亿元。

提及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在协同创新组织、成果落地

转化、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的举措，赵日刚表示，核心关键技

术是产业发展“命脉”，沈阳将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建链、延链、

补链、强链，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着力激发创新驱动内

生动力，把沈阳的创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创新优势、产业优

势和竞争优势。

2019年，针对机器人、IC装备、人工智能等 13个重点产业领

域，沈阳实施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项目 137项，累计解决关键

共性技术 902 项。今年，沈阳还将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双百工

程”，围绕智能制造、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航空航天、新材料、

生物医学、新能源汽车、核电装备等产业领域发展瓶颈问题，组

织开展百项关键核心技术，推进 21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在协同创新方面，将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

新要素的活力，深化与中科院系统的全面合作，支持中科院青年

科学家促进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强化市长、大学校长

（科研院所长）联席会议机制，组织实施市校（院）重大协同创新

活动 50 场，组建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新型研发机构总量

达到 30家。”赵日刚说。

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东北大学、沈阳

化工大学等驻沈高校推出高比例分配、三定向、市场化预研等多

项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创新模式将在全国、全省推广复制。

统计数字显示，2019 年，驻沈高校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824

项，本地转化率达到 62.6%，较上年提升近 10%。

“今年，沈阳还将制定实施《沈阳市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实施方案》，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赵日刚在会上

表示。

供需对接“周周有”

沈阳力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常态化

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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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红宇）液力变矩器战胜了法雷奥、舍弗

勒等老牌外资对手，获得上汽独家定点权。这一定

点权的获得，是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攻关突破了我国

自动变速器国产化技术难题并实现了产业化的体

现，背后是重庆市十年的研发支持。

近年来，重庆市科技局一直抓研发创新，立足

产业方向和重点，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助推产

业的升级发展。

突破自动变速器国产化技术难题

汽车液力变矩器是 AT 和 CVT 型式自动变速

器上最重要的总成零部件之一。其设计与制造工

艺极其复杂，涉及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多学科技

术，包括精密冲压、特种焊接等多种制造工艺。

2017 年之前，全球液力变矩器基本被日本爱思帝、

法国法雷奥、德国舍弗勒等几家外资公司所垄断。

重庆红宇是我国特种装备和汽车零配件行业

的领军企业。2006 年重庆红宇进军该领域，与所

有外资液力变矩器供应商接触后，无论是技术引

进、合资合作都被明确拒绝。“外企都认为中国没有

能力开发出这个产品，封锁与垄断是他们保持高额

利润的最好手段。”重庆红宇总经理刘启光说，对此

他们 2007 年组建了涵盖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产

业化攻关项目组，开始了自主研发。

“当时我们面临着技术、资金、人才诸多难题，是

重庆市科技局给了我们支持。”刘启光说，2008 年，

重庆市科技局通过“先进轿车液力变矩器研究及产

业化”项目给予初创前期支持。在艰辛研发的十年

间，重庆市科技局从平台、人才、团队等多维度持续

资助项目12项，总经费933万。2017年，在液力变矩

器产业化最困难、最关键时期，重庆市科技局对“高

扁平化、大扭转角的高效AT、CVT液力变矩器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予以300万元的研发支持，解决自动

变速器国产化技术难题，打通“最后一公里”，最终实

现规模化产业应用，打破了国外垄断封锁。

2017 年，重庆红宇液力变矩器战胜了法雷奥、

舍弗勒等老牌外资对手，获得上汽 CVT18 液力变

矩器项目独家定点权；2019年，又获得上汽 CVT25

项目液力变矩器项目的定点权。2018 年底，重庆

红宇年产 26 万套液力变矩器的生产线建成投产，

2019 年销量就达 15 万套以上，实现销售收入 7000

余万元，弥补重庆市在自动变速器关键零部件领域

的空白，并成为国内自主品牌的行业第一，提高重

庆零部件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带动本地相关

配套企业的发展。

汇聚千余单位建技术创新联盟

重庆红宇液力变矩器的成功只是重庆科技创

新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代表。

“只有创新才是产业升级发展的根本，对此我

们着重抓研发创新，立足明晰创新方向和重点，通

过技术研发来助推产业发展。”重庆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组织编制《重庆市技术图谱》，汇

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

等 60 余家国家层面的优势创新资源，协同破解重

庆市风电机组智能制造、机器人加速器、数据挖掘

与知识获取、多维智能感知技术、多模交互智能终

端等领域的技术难题。积极组建人工智能、智能装

备、智能机器人、物联网、集成电路等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18家，盟员单位 1021家，形成了“引领、协

同、服务”的产业技术创新推进模式。

据了解，联盟制定产业技术创新发展规划，在

智能网联、人工智能、功能材料等重点产业，形成

《重庆市高端金属结构材料产业技术发展规划》《重

庆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规划》等产业技术创新

发展规划 10个。依托联盟联合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145 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86 项、开发科技创新产

品 57个。其中智能网联汽车联盟推动汽车安全测

试评价步入世界一流水平，集成电路联盟促成多模

多频可配置射频芯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等，推动产

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据统计，2019 年前三季度，重庆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速 12.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1.2%

和 16.9%。

国产自动变速器十年攻关
成功背后有个默默支持的科技局

本报记者 雍 黎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汪本福 杨文）粮食稳面

积、稳产量，出路何在？湖北向科技要产量，让科研成果在田间

地头“生根发芽”，集成单双季稻周年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体系

9套，水稻增收 49万吨。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湖北单双季稻混作区周年机械化

丰产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2019 年度总结会在武汉召开。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目前，“水稻+”模式迅速发展，农户对优质

稻生产的积极性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对水稻生产引导作用越发

明显，水稻生产进入综合管理时代。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住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粮食产

量，这是项目实施最大的出发点。”项目主持单位湖北省农科院

院长焦春海表示。

据介绍，为破解技术难题，项目组筛选了 14 项关键技术。

针对鄂中北稻麦茬口衔接紧、土壤肥力不高和机械化程度较低

等问题，集成以工厂化育秧及机插技术、秸秆还田技术、中低产

田改良技术、精量直播技术为主体的稻麦周年培肥机械化栽培

技术体系；针对江汉平原水稻光温资源利用率低、再生稻适宜品

种少、机收再生稻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集成以适宜品种、肥

料优化施用技术、水分优化管理技术、机收减损栽培技术为主体

的再生稻轻简机械化栽培技术体系；针对鄂东南双季稻生产品

种茬口衔接紧、劳动力投入大、规模机械化应用程度不高等问

题，集成以品种筛选、机械化双直播技术、双机插技术、少免耕机

械化技术为主体的双季稻周年规模机械化栽培技术体系。并以

规模化农场、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为主，将

集成的三大生态类型区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体系进行大面积示

范应用。同时，在再生稻再生季产量、冷浸田改良技术、双季双

直播生产技术体系、施肥方式上取得了突破。

该项目为期 3年。2018年起，通过一年多实施，共集成单双

季稻周年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体系 9 套，示范面积 162.4 万亩，

辐射面积 1500万亩，增产粮食 49万吨，项目区域水稻单产较“十

三五”项目实施前 3年平均提高 5%左右。

同时，水资源和化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

利用效率提高 12%，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率降低 2%—5%，生

产效率提升 20%，节本增效 8%以上。培育带动适度规模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86 个，对接新型经营主体 643 个，培训农技人员

1469人次、新型职业农民 3634人次。

湖北水稻增收49万吨

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

科技成果转化难在哪里？供需双方信息不对

称已成为业内公认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全区首次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对接会，采取成果展示、现场推介、“一

对一”对接洽谈等多种形式，力促科技成果和技

术需求融合对接，为促进优秀科技成果在当地落

地转化和区内外科技成果双向转移搭建了良好

的公共平台。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科技创新驱动相对较为

落后的地区，内蒙古自治区通过成果展示和需求梳

理自亮家底，向全国乃至世界敞开心扉，希冀科技

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刚刚在鄂尔多斯落地转化的唐家会矿区煤炭

地下气化技术工业化示范项目参加了对接会。“项目

标志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煤炭地下气化技

术已经成功转化应用。”项目参展负责人介绍，项目

代表了该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在运行的可实现实时自动化监控、在线分析，采用纯

氧气化、多功能注入井和高温产品井技术，能连续、

稳定生产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工业化示范项目。

中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

古科技大学等单位带来了一系列碳捕集封存项目

成果，其中，上海交通大学依托丁奎岭院士团队研

究的催化剂成果实施的“利用二氧化碳合成 DMF”

项目，可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

一种万能溶剂，并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等行

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低重稀土高性能永磁材料、绿色规模化石墨烯

粉体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消化内镜实时辅诊系统、

直升机航空瞬变电磁系统……对接会上，更多的先

进科技成果和项目刷新着与会者的眼球，也刷新着

大家对内蒙古科技发展的认知。一位正在会场采

访的新闻媒体记者坦言，这么多“高大上”的科技成

果过去听都没听说过，自己要重新认识一下内蒙古

的科技创新能力。

据内蒙古科技厅成果转化与管理处处长宿北

燕介绍，为了保证推介、对接成果的先进性和实用

性，自治区科技厅在会前围绕重点产业、优势特色

产业领域，面向全区各盟市科技管理部门和有关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了拟转化科技成果及技术

需求征集与遴选工作。最终，共有 90 余家企业提

出了展示与对接需求，最终遴选出参展项目成果

68 项，拟转化成果项目 220 项，技术需求 58 项，内

容涉及大规模储能、石墨烯、氢能、碳捕集封存、蒙

中医药、现代农牧业、信息技术、生态环境等内蒙古

自治区的重点领域。

拟转化220项成果，高新技术亮相重大产业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发布的“煤化过程中二

氧化碳的高值化利用”系列科技成果，正中久泰能

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下怀”。

“企业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富甲烷废气和

高纯二氧化碳，如何科学地把这些浪费的资源综合

利用起来，是企业下一步重点的发展方向。”久泰能

源代表李先亮表示，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推介的

相关技术正好可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

双方一拍即合，现场签订了科技成果转化协

议。久泰能源将采用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低

碳烷烃重整技术和二氧化碳加氢技术的耦合工艺，

实现间接法甲醇合成。“甲醇是煤化工过程重要的

平台化合物，该成果的转化可以为企业创造可观的

经济效益。”李先亮说。

吸引170余家单位，供需双方一拍即合

在对接会现场，很多代表手中都拿着一本内蒙

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指引小册子，他们时而翻

看，时而拿起手机对照查询。

内蒙古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韩勇介绍，国家

先后修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法律、法规、政策，内蒙古自治区也先后制

定、出台了一批促进本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

措施。然而，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发现，这些助力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未得到完

全落实，特别是一些转化主体对相关政策还不了

解、不掌握，没有充分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

鉴于此，自治区科技厅为了摸清家底，组织专

门处室和人员认真开展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

的梳理工作，在对国家、自治区两个层面有关部门、

行业领域政策学习、梳理的基础上，整理出 316 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的法规、政策文件，形成了

移动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信息数据库。

同时，按照政策层次、政策功能、受益对象等，

对梳理出的政策进行了分类，编印成《内蒙古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法规指引》手册。

“我们关心的产业政策、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政

策、税收优惠政策都分别列出来了，扫描二维码就

能在手机上查询，非常方便。”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王瑞利说。

梳理316条法规，让政策红利惠及各方

“如何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和企业

需求融合对接，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个过程

要有人来搭建桥梁。”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张志宽

表示。

据了解，按照自治区政府要求，从 2020 年开

始，内蒙古将每年举办一到两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对接活动，同时积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高

校院所和企业举办专场对接活动。

对活动促成的签约合作项目，自治区政府要

求各有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按照有关政策进

行扶持，为项目的顺利落地和有效实施保驾护

航，确保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张志宽表示，下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认真落实

自治区有关要求，发挥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的引导作用，对落实的签约合作项目给予后补助

支持；同时，加强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的培育、建

设工作，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对接活动在全区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开展，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形

成常态。

每年一两次对接，促进转移转化形成常态

内蒙古首开成果转化对接会内蒙古首开成果转化对接会
作为作为““赠品赠品””的政策数据库亮了的政策数据库亮了

胡红波 高 飞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红葱是陕、晋、蒙、宁、甘地区调味品市场中不

可或缺的蔬菜产品，然而受种植地区的地理条件以

及现有种植、生产技术落后等因素制约，该产业在

内蒙古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发展。

内蒙古蓿亥图红葱种植专业合作社结合当地

红葱产业发展实际，携原料运输、种植全程机械化、

保鲜包装、药用价值 4 个方面的技术需求前来参

会，经过对接洽谈，成功找到了技术供给方包头市

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双方现场签署了“红葱种植关

键技术研究与推广”技术服务协议。

合作社代表吴利祥说：“包头市农牧业科学研

究院将帮助我们解决红葱种植环节中的品种改良、

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农机改造等一揽子问题。”

据统计，全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当日，

共吸引了区内外 170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

350 余名代表到场开展对接洽谈。现场共签署各

类科技合作协议 21 项，部分供需双方初步达成了

合作意向。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重庆红宇精
密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工艺工程
师确认汽车液力
变矩器总成焊接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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