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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肇昌的眉头舒展了。不久前，他所在的福建

鸣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友新材料）

成功地与厦门大学罗学涛教授团队签订合作协议，

“热转印技术研发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企业科

技专员的‘穿针引线’。”他说。

针对技术经纪人严重不足、市场需求却又十分

紧迫的现状，福建省龙岩市科技局通过建设龙岩市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科创平台），率先提出

了构建科技专员、技术经纪人、技术转移机构组成

的“三位一体”技术经纪团队的计划，认定首批科技

专员 329名，其中企业科技专员 324名、科研院所科

技专员 5名，覆盖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

“作为技术经纪人的‘种子选手’，科技专员的

认定为企业与科技管理部门之间搭起桥梁，将以前

科技服务‘点对面’提升为‘点对点’服务，增强服务

企业科技创新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打

通科技政策落实、成果转移等的‘最后一公里’。”10

月 30日，龙岩市科技局局长阮满昌说。

位于龙岩稀土工业园区的鸣友新材料，主要应用

稀土新材料生产热转印碳带，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

疗、电子、信息、航空等行业。之前，公司在耐酒精油

墨、蜡和树脂的嫁接等技术研发上遇到了“拦路虎”。

“希望有专家能够通过严格物理化学测试、环

境模拟测试等，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鸣友新材

料科技专员何丽娟密切关注这一事项进展。她通

过龙岩市、长汀县政府的相关公告，得知厦门大学

将组织专家走访长汀，便多渠道了解厦大团队产教

融合会议相关信息，并将企业的需求提交科创平

台。在科创平台协调下，企业成功对接厦大团队，

推动产学研顺利展开。

作为科技专员，何丽娟是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与科技管理部门的主要联络人。“这是一个新的角

色，可以看作是技术经纪人的初级状态。”龙岩市科

技开发与科技特派员服务中心主任钱丽琴解释说。

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进成果转

化为目的，为促成他人技术交易提供中介居间、经

纪或代理等服务的人。技术经纪人作为技术市场

主体要素之一，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

的黏结剂和催化剂。事实上，技术交易市场想要真

正盘活，离不开各类技术经纪活动的穿针引线。

由于技术经纪人不仅要拥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背

景，还必须掌握相关的金融、财会、统计、管理等方面的

经纪活动知识，其专业复杂程度与从业的高要求，导致

国内当前技术经纪人严重不足。为此，龙岩市科技局在

福建率先进行探索，“初配版”科技专员应运而生。

“希望通过在企业和高校设立科技专员，给予

一定的专业培训、政策引导和工作支持，通过科技

专员所提供的供需两端信息衔接，辅以平台的技术

转移全流程环节支撑，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技术经

纪服务的门槛，从而有效纾缓技术经纪人匮乏所带

来的困境。”钱丽琴说，从科技专员这个群体中，筛

选出技术经纪人的“种子选手”，循序渐进地将科技

专员培养为技术经纪人，加快形成区域技术转移市

场化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技术经纪人不足，“初配版红娘”应运而生

一道企业难题在企业科技专员等多方协调下，

通过科创平台“云桥梁”远程“下单”，协同了国内多

家院校的专家“接单”解答，龙岩市锐美家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美家）也尝到了科技专员这

精准“淘”技术，充当成果转化的“润滑剂”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种子选手种子选手””上场上场
打通成果转化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刘远华

一新机制的甜头。

作为一家建材研发生产企业，锐美家在超耐磨

耐刮地板、自发热板材等研发上遇到了难题。在科

创平台工作人员的辅导下，企业科技专员张新年将

技术需求提交科创平台，由科创平台通过大数据筛

选匹配，引导企业对接广州大学、清华柔性电子研

究院、兰州大学等院校多位专家，并通过视频会议、

走访等方式交流，如今企业与多位专家正进一步完

善技术方案。

“针对技术转移难度大、专业性强的特点，龙岩

市积极建设科创平台，通过在线服务、电话沟通、实

地走访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提供技术转移、项目对

接、政策推送、科技培训、专利申请等服务，打造龙

岩特色的技术转移与科技创新生态圈。”钱丽琴告

诉记者。

科技专员在这当中担任什么角色？如何推动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如果将科创平台比喻为

技术商店，科技专员就像企业中负责技术‘采买’的

专职人员，是高校与企业、市场联系的‘桥梁’，在需

求发掘、活动参与、交易跟踪、政策落实等环节，成

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润滑剂’。”龙岩市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说。当企业遇到技术难

题，企业科技专员可以通过科创平台精准“淘”到技

术与专家团队；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专员则可以收

集、发布本单位的科技创新成果，推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工作。

依托科创平台这一舞台，科技专员们闯出了成

果转化的新天地：在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科技专

员廖景文把公司技术需求发布到平台，在平台推动

下，企业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领域专家黎四芳教授

进行对接、座谈交流；在上杭县老茶汤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企业科技专员汤铜华将需求提交平台，平台工

作人员通过大数据筛选，成功为企业匹配上了福建

农林大学傅老师，推动红菇野外仿生种植技术研发。

现实中，技术经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信用缺

少背书、业务来源不足等因素，导致该行业职业化

程度较低，专职从事技术经纪服务的机构和专业人

员缺乏。龙岩又是如何破解的？

“除了能力之外，发展技术经纪人，关键还要构

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土壤。”龙岩市科技局四级

调研员詹湖强说，目前，科创平台初步构建了技术

经纪服务保障体系，针对技术经纪工作开展中的短

板问题提供服务，包括科技资源供给、合同签订等

技术转移流程服务，为大量培育、发展技术经纪提

供了可能。

据詹湖强介绍，该市还加码激励机制，出台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措施，技术经纪机构（经纪

人）、企业科技专员、高校科技专员挖掘企业技术需

求信息，经科技平台核实并发布后，供需双方完成

签约（交易），按每条有效需求 100 元给予奖励；对

开展技术转移活动、促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技术

经纪机构（经纪人）、企业科技专员、高校科技专员，

最高按合同中技术交易金额的 1.5%给予奖励，单

个项目最高补助 5 万元（含省经费补助，由受益财

政承担）。

自科创平台运营以来，通过改革科技服务方

式，完善技术转移中间力量，平台运营人员已服务

企业 877家、供需对接 85次、开展线上培训 10场和

线下巡回宣讲 11场。“龙岩科技专员实质上成为覆

盖项目专员、企业联络员、政策协调员的综合型科

技服务人才。”长期从事区域科技创新研究的福建

省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德金认为，以科技专

员为信息源，完善区域创新投入监测,为区域创新

发展规划提供数据支撑，将进一步激发龙岩科技创

新活力。

阮满昌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国家有关分级管

理、分层培养的原则要求，通过“培训+实战+服务+

激励”培育模式，培养知识扎实、业务精通的技术经

纪人才，打造一支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技术

经纪团队，促进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的有效对接，

为龙岩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推动科技创新引领龙岩高质量发展超越。

创新激励措施，让专业人才真正留下来

“过去一亩地的辣椒制种，单授粉的人工成本

就要 1 万元，院士工作站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了

不育系杂交新品种，每亩成本降到了 6000 元，育

种成效也更加稳定了。大规模推广后，效益十分

可观。”10 月 30 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的恒润高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高新）负责人

卢海林说。

小辣椒种出一方富民产业，小辣椒引来院士

“落户”乡村，小辣椒种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这

不是传奇，这是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沛县结出的

硕果。

院士工作站进驻辣椒制种企业

恒润高新是沛县的一家辣椒制种企业。卢

海林口中的院士工作站，是 2018 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邹学校在恒润高新建立的沛县首个“江苏省企

业院士工作站”。工作站建立后，邹学校结合当

地种植特点进行了品种的评估、改良与创新，研

发了两个辣椒新品种，并申请了 4 项专利。

不仅如此，院士团队还投入 80 余万元自主立

项《高产稳产辣椒新品种培育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研究课题，推广了统一辣椒父母本越冬育苗、统一

分苗安排品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种子脱粒晾晒

和统一回收销售的五个统一的先进生产模式。目

前该项成果已经在沛县辣椒制种生产中得到广泛

应用。

有了科技创新的注入，传统的辣椒制种产业焕

发了全新活力。恒润高新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和江苏省星创天地，沛县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

区域性蔬菜（辣椒）良种繁育基地。今年，沛县人民

政府、中国园艺学会辣椒分会和国家特色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共同举办了 2020沛县辣椒产业发展产学

研对接活动，并举行了“中国园艺学会辣椒分会科

研合作基地”揭牌仪式。

高校科研成果与农业产业精准对接

沛县科技局局长王苏说，院士工作站的建立，

推动了辣椒育种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进

一步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辣

椒育种产业向高端、高质、高效迈进，实现了高校的

科研成果与农业产业的精准对接，让科研机构走出

象牙塔，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到了田间地头，

落地生根，变成实实在在的效益。

目前，沛县及周边制种辣椒种植面积 2.2万亩，

平均亩产值 2.5万元，总销售额 5亿元，年利润可达

到 3 亿元，辣椒种子销售量占全国总销量的 45%，

直接带动 2万农民致富。

“近年来，沛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逐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了

高校院所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激发了企业的创业能

力、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装上了强力引擎。”王苏说。

截至目前，沛县已与中国矿业大学、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 15 家单位签订了校地

合作协议；举办了“智汇沛县—中科院专家沛县行

活动”“智汇沛县—光伏光电产业发展论坛”等系列

产学研活动；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了“江南大学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沛县分中心”“沛县苏农科院畜禽

加工技术研究中心”“沛县南信大技术转移中心”等

10家产学研创新载体，全县 211家企业与高校院所

建立了校企联盟。

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品牌价值

徐州恒辉编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编

织）原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小作坊，经过 34年

的发展壮大，如今已成为国内专业生产、研发编织

机械的领军企业，拥有各种机械加工设备 1000 余

台，年产各类编织机械 8 万余台，产品出口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未来，把资金不断投

入到研发上、投入到引进人才、成果转化上，短期

看净利润会相应摊薄，但长远看，企业要发展，就

必须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此

持续提升品牌价值。”这是恒辉编织总经理韩百

峰的肺腑之言。

恒 辉 编 织 先 后 与 东 华 大 学、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国

内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产学研合作关系，成立了江苏省特种编织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研发了全国首台套 176 锭

环形编织机、320 锭三维立体编织机、变轨式双

层编织机等一大批多用途高速数控编织机。目

前，该公司拥有国家授权技术专利 60 项，其中发

明专利 30 项。

“得益于和高校的合作、学习，我们不但得到了

新技术成果的支持，也培养了自己的研发队伍。只

有科技创新才能让企业适应全新的竞争环境，立于

不败之地，并获得持续发展。”韩百峰说。

江苏沛县 211家企业与高校院所建联盟

小辣椒引来院士“落户”乡村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李宝乐）记者从内蒙古包

头稀土高新区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馨微电机）

获悉，该企业研发团队最新研发的微型闭环音圈马达（以下简称

马达）制造技术通过了进一步优化，产品各项功能指标的一致性

和可靠性得以大幅提升，已通过华为、三星、OPPO 等国际知名

公司的认证，进入批量试产阶段。

“这款马达是我们公司与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合作研

发的，产品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江馨

微电机技术总监蔡锐林说道。

江馨微电机研发团队及时跟踪终端手机厂商对高像素、

快速对焦等技术的需求，与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进行了

全方位技术合作，自主研发出一套商用的微型音圈马达的智

能化生产线。蔡锐林介绍说，这款最新的马达，可使手机视频

影像具有真实立体、传播方便的优点，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江馨微电机的马达项目实施后，将实现年产能 1200万台的

能力，销售收入增加 6000万元，同时将带动相关行业同步发展，

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院企合作研发微型马达

让手机视频影像真实立体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减农药，减化肥，玉米至少增产

5%，为什么？10 月 10 日、11 日，来自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山

东省土肥总站和山东省农技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分别在山东省

泰安市岱岳区和济宁市汶上县对山东农业大学承担的“鲁西夏

玉米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进行测产验

收。两个试验点测产数据均表明，与农民常规管理相比，在农药

减施三分之一、化肥减施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利用课题组研制的

技术方案，玉米至少增产 5%，玉米品质提升更加显著。

岱岳区示范田较对照田农药用量减少 36.29%，化肥用量减

少 20%，亩产量 793.53公斤，增产率为 6.28%；汶上县示范田与对

照田相比，农药用量减少 33.73%，化肥用量减少 22.89%，亩产量

778.84公斤，增产率为 5.89%。

课题负责人、植保学院李向东教授介绍，实现农作物绿色安

全生产，同时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用量是“十三五”期间农业领

域的研究重点。在课题实施中，他们摸索总结出了具有黄淮海

区域特色的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技术方案。通过优选肥料种类，

用腐殖酸控释肥代替普通化肥实现化肥的减施增效。为了实现

化学农药的减施增效，他们研发了玉米种衣剂专用成膜剂和耐

雨水冲刷喷雾助剂。通过在种衣剂中添加功能性成膜剂，延长

了种衣剂的持效期，能有效控制玉米生长后期的蚜虫；在农药中

添加耐雨水冲刷喷雾助剂，能有效减少农药流失、提高利用率和

保护土壤环境。两种助剂的科学使用达到了化学农药减施增效

的目的，对蚜虫、穗虫、南方锈病、玉米小斑病和玉米褐斑病都达

到了理想的防治效果。

在化学防治措施外，课题组成员还利用玉米与绿豆间作技

术减少化学杀虫剂和氮肥的使用。课题组成员郑方强教授介

绍，绿豆能吸引昆虫天敌，且根系有固氮作用，能培肥地力。他

们研究发现 4 行玉米 2 行绿豆最佳间作效果最好。虽说玉米行

数少了，但由于边行效应，玉米穗变大，粒数增加，千粒重提高，

玉米的总产量也提高了。绿豆如果采收，农民就多一份绿豆的

收入；如果不采收翻入土壤，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会更为丰富，

是一项很好的有机替代技术。

玉米种植新技术在山东测产

减施农药化肥产量增加5%以上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10 月 22 日，刚刚贯通不久的中

（国）老（挝）铁路重点工程——国内玉磨段铁路南联山隧道，也

是中老铁路迄今贯通的最长单线隧道，施工首创了短台阶施工

工法。

中老铁路国内玉磨段位于云南省南部地区，设计时速为

160 公里。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南联山隧道为单线隧

道，全长 9850 米，多处穿越浅埋段及曼龙迈正断层，施工中涌

水、溜塌、变形等十分常见。隧道先后发生溜塌 80多次，发生涌

水 20次，涌水量 60多万立方米。

面对高温、偏压、沉降及初支变形大、洞内围岩差、涌水等难

题，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技术小组反复试验，创新了短台阶施

工工法，总结出了“先探测、管超前、短进尺、弱扰动、强支护、快

封闭、勤测量”的掘进方案，顺利攻克 40 余项技术难题，并形成

了一套我国西南地区风化围岩隧道掘进综合施工技术，到目前

为止，已研发申请国家专利 2项。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国内段 93 座隧道已贯通 82 座，国内段

隧道工程已完成 97.6%。

全长 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

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的对接项目。建成通车后，云南昆

明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仅需 3 小时左右，至老挝万象

有望夕发朝至。

中老铁路最长单线隧道

首创短台阶施工工法

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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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科技局

构建科技专员、技术经纪

人、技术转移机构组成的

“三位一体”技术经纪团队，

认定首批科技专员 329名，

其中企业科技专员 324名、

科研院所科技专员 5名，覆

盖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