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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公布的福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

中，福建票付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票

付通公司）、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一些福州市

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参赛企业名列其中。之前，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电

子）、福建施可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施可瑞医疗）等已从创新创业大赛中“破蛹

成 蝶 ”，分 别 在 创 业 板 、新 三 板 挂 牌 ，步 入 发 展

“快车道”。

这得益于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的“磁场效应”：近

年来，福州市科技局借助福州市榕创嘉年华暨福州

创新创业大赛，为全市科技前沿项目搭建了一个投

融资对接、孵化培育平台，吸引社会金融资本更多

关注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的投资。目前，福州市已有 12 家参赛企业（团

队）获得 3.5亿元投融资，推动“创新种子”加速长成

“产业大树”。

当前，视频直播、智能电视等成为新的“风

口”，有望成为一个万亿级的“蓝海”。致力于机

器学习和视觉前沿技术研发的福建帝视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视科技），正成为其中的

一个弄潮儿。

“通过在创新创业大赛平台上的展示，企业

获得了更高的曝光率、知名度，有效提升了企业

的融资和品牌推广能力。”帝视科技负责人说。

2018 年帝视科技凭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老旧

视频修复与画质增强技术、4K/8K 超高清视频重

制技术等，相继获得福州市、福建省创新创业大

赛成长组一等奖，并获得多家知名投资机构近

3000 万的风险投资。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科技转化周

期长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遇到“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不少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脱节，推动科技

成果走下“书架”走上市场，科技金融正是其中关键

一环。福州市科技局把创新创业大赛作为科技管

理方式改革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办赛理念和赛事

机制。

“通过‘政府引导、机构支持、市场运作’的

模式，树立起面向市场搞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

标。”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王博斌表示，“创新创

业大赛改变了传统的科技项目评价方式，把创

业 项 目 交 给 市 场 化 创 投 机 构 和 金 融 机 构 来 评

判，引导参赛创业企业和团队在关注技术创新

的市场导向，推动社会资金积极支持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有效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

融资的困难。”

在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场上，抗疫、互联

网+、AI 等词汇频频出现，一大批紧扣社会关注热

点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和团队脱颖而出。福建蓝

昊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屏障病毒的“液体

口罩”，为战“疫”贡献科技力量；票付通公司聚焦当

下景区转型痛点，研发超强语音感知能力的 AI 智

能机器人……

树立市场方向标，疏通融资难转化难堵点

当前，国家提出要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

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事实

上，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长中大多仅注重技术

创新，却忽视了成果转化中商业模式创新这一关键

因素；创新创业作为高风险、高投入、高成长的“三

高”活动，也需要与成果转化相配套的工程化、财务

中介、资本化运作等服务。

“为此，创新创业大赛引导参赛创业企业和团

队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加关注市场和成果转

化的商业模式创新，邀请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专

家，对晋级省赛和国赛的重点项目进行辅导，从投

行角度对项目的商业模式进行梳理等。此举改善

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也补齐了企业产品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短板’，促进科技成果加快产

业化。”王博斌说。

国内领先的锂电池检测系统供应商星云电子

正是创新创业大赛的受益者。“公司曾获得福建赛

区成长组的一等奖，得益于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的宣

传、推广，企业形象、知名度得以大幅提升，先后得

到多家投资者青睐，累计融资超过 7600 万元。”据

星云电子相关负责人介绍，投资者之一的翰鼎投资

派出的董事会成员担任了星云电子董事，为公司提

供创业辅导、管理建议、人才引进、产业资源整合、

资本市场服务等全方位增值服务，公司在创投机构

放大杠杆效应，构建加速转化全链条服务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陈艳梅

从传统产业挖掘新动能，从新兴产业发现新可

能。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福州市科技局借

助创新创业大赛平台，发力互联网+、AI、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催生一大批技术

领先、商业价值高、管理模式新的创新创业项目和

团队，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如施可瑞医疗获得亿元级融资，并成为中国医

疗人机智能上市第一股，在资本的推动下形成覆盖

整体医用脚轮市场的多个系列数百个品类的产品

线。该企业的 B 轮融资受到资本创投机构竞相参

与，创投募集更是出现超募的喜人景象；同样获得

融资的福建摩尔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的平台和各种

应用已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

多个领域；获得 1000 万元融资的福建海图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正加快完善海洋智能水下机器人相关

技术，应用于环保、海洋石油、水下管道等进行监测

记录取样……

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作为一个资源汇聚的

平 台 ，是 福 州 市 大 力 推 动 创 新 创 业 工 作 的 缩

影。近年来，福州市出台了一系列科技金融配

套政策，设立市级创业创新系列基金，开展专利

权质押贷款等；通过落实研发费用分段补助、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构建“科技型中小

企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主体链等。

福州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表示，福州市科技局

将进一步整合资金、项目、人才等多位一体创新创

业要素，搭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创新平台，

引导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让更多的“创

新种子”在福州这片沃土，长成参天的“产业大树”，

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优秀成果加速涌现，点燃区域发展新引擎

政府引导政府引导++机构支持机构支持++市场运作市场运作

福州创新创业大赛福州创新创业大赛
让技术成果在让技术成果在““磁场磁场””中中““聚变聚变””

美味营养的牛肝菌，因独特的生长环境以及地

下菌丝神秘的萌发机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工繁

育的难题。

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一群执着的农业科技

工作者，不仅成功繁育出一种风靡生鲜网购平台、

让市民啧啧称赞的暗褐网柄牛肝菌，取得了多项专

利，还把一系列的成果卖出了大价钱，企业也因此

有了壮大发展的“独门绝技”，也为云南正大力发展

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范本。

11 月 1 日，云南省科技厅、科研团队和企业相

关负责人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这一成果的转让

情况。

建成全球唯一工厂化栽
培研发生产基地

暗褐网柄牛肝菌，俗名黑牛肝菌，国内分布于

云南、四川、广西和海南；国外分布于泰国和斯里兰

卡、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等。它个体肥

大，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丰富，是普遍采食的名贵食

用菌之一。

“从 2005 年到 2013 年的 8 年间，我们经过不懈

努力和探索，终于研发出优良菌株选育方法、液体

菌种培养方法以及菇房人工栽培暗褐网柄牛肝菌

的方法。”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倪书

邦研究员说。该系列研究在 2010年、2011年、2013

年分别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件。

“长期以来，云南科技创新资源缺乏，高水平、

可转化科技成果少。在抓好省内科研院所、大学、

科技型企业的同时，广开源头，导入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成果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云南省科技

厅党组书记、厅长董保同告诉记者。

2013 年，宏臻生物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宏臻生

物）的前身——景洪宏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并把眼光盯在以科技手段实现云南省珍稀野生食

用菌的人工驯化、栽培与可持续发展。他们投资

6000 万元，建设日栽培 5000 瓶的黑牛肝菌工厂化

栽培初试研发基地；2015年 10月，瓶栽模式的工厂

化栽培初试成功，出菇率 90%，平均每瓶产鲜牛肝

菌 90 克；2016 年，4 个与黑牛肝菌相关的发明专利

获得授权。

“经 8 年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到 2019 年，我

们前后投入 2.2 亿元，完成了黑牛肝菌野生种人

工驯化、品种改良、种质保藏、良种培育及工厂化

栽培全套技术体系的研发，建成了全球唯一一家

黑牛肝菌菌种保藏及工厂化栽培研发、生产基

地。”宏臻生物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纪开萍说，基

地日产鲜牛肝菌 4 吨。

“2019 年 1 月，宏臻生物以 1000 万元购买了云

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暗褐网柄牛肝菌 3 件发

明专利。目前产量稳定，技术成熟，为扩大规模及

产业化发展奠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纪开萍说，当

年年底，他们又完成了黑牛肝菌种质保藏、良种培

育及工厂化栽培全套技术体系的研发。

“作为人工栽培牛肝菌科技成果的出让方、受

让方，按照云南省关于财政支持和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的实施意见，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景洪

宏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获得了 100 万元财政

科技资金奖补。”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高俊说。

2020 年 3 月，宏臻生物日栽培 20 万瓶、日产

20 吨鲜牛肝菌的工厂化栽培基地在景洪市大勐

龙 镇 开 工 建 设 ，并 将 于 2022 年 建 成 投 入 使 用 。

预计 2023 年初，每天将有 26 吨鲜牛肝菌供应到

老百姓的餐桌上。未来几年，将达到日产 100 吨

的产能。

一项成果转化带来社会
生态双效益

“原本只有在夏季生长的野生牛肝菌，一年四

季都能在温室菇房中及亚热带气候环境的经济林

下生长。”倪书邦自豪地说，通过成果转化，暗褐网

柄牛肝菌也成为世界食用菌界近年来研发的唯一

可工厂化栽培的新品种，而且是食用牛肝菌家族中

唯一一种可以进行人工栽培的种类。

牛肝菌产业的发展，使西双版纳州及景洪市每

年产生的数十万吨农作物秸秆、橡胶木木屑变废为

宝，成为栽培原料，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

助力脱贫攻坚。

收菇后，牛肝菌菌渣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改良

土壤，用于柚子、凤凰木、枇杷和桃树等经济林下仿

生栽培，收获林果，实现菌、果和林木的多重收益。

“这种立体栽培模式，是食用菌产业发展与果林

资源利用、农民增收和谐统一的全新模式，有利于促

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边疆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意义

重大。”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科技局局长岩三叫说。

董保同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云南省全面落实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交易、服务机构、新创办

企业补助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采取政府采购、研

究开发资助、研发后补助、发布产业技术指导目录、

示范推广等方式予以财政资金支持。2020 年，全

省已对 13个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的项目安排财

政奖补资金 2830 万元；对 11 个建有科技成果转化

机构的高校、科研院所安排财政资金 620万元。

8年科研“开花结果”，一朵牛肝菌卖出千万元
成果转让受让双方各获百万奖补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11月 4日，山东青岛新机场高速连

接线转体桥成功转体，在世界首创大跨度 T 构耐候钢钢箱梁转

体工艺，为国内外同类桥梁转体工艺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

推广的宝贵经验。

据介绍，青岛新机场高速连接线转体桥为 240 米钢箱梁 T

构，两边等跨 120 米，左右错幅布置，双幅桥面总宽 49.16 米，总

重量达 19000 吨，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梁转体桥。当天转

体为双幅同步逆时针转体，平转 90 度后精准就位，全程历时 90

分钟。

该桥采用了耐候钢全焊接免涂装技术，耐候钢与外部环境

发生反应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100年全寿命周

期内免涂装，有效避免后期桥梁经常性维修养护对铁路运营造

成的影响，同时大大降低了桥梁的维修养护成本。

转体桥上跨胶济客专、青荣城际等 6 条既有铁路线和一条

城市主干道，临近河道且受机场航空限高制约，施工环境极其

复杂。由于作业场地狭小，施工单位将梁体“化整为零”，分解

成 85 段，利用 BIM 软件绘制建模。模块采用“先进场、后焊

接、再拼装”的方式施工，解决了箱梁的运输难题，保证了工程

质量。

“为确保运营线安全，我们安装了 4台 36.5米高的大型龙门

吊，集成了运、吊、架‘流水线’作业模式，有效缩短了滞留期。”中

铁十四局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子杰介绍，“在钢箱梁节段整体吊装

及拼接中，我们还优化了线间运梁通道，采用千斤顶连续顶推法

整体吊运方案，实现了场地的最大化利用。”

我国首创大跨度

T构耐候钢钢箱梁转体工艺

展示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10 月底，记者从首支福建省科

技成果转化创投基金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创投子基

金—福建阳明创投合伙企业成立大会上获悉，该创投基金规模

3.75 亿元，将重点投资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等行业的高

成长性高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中早期创业企业，为

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事业发挥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0 年，科技部批复同意出资 7500 万元参股

设立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创投基金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创投子基金。该创投基金单个项目将投资 1000 万—7500 万

元，拟重点投资培育 10—15 家企业。创投基金 50%以上金额将

投资于福建省内，并按晋江政府出资额的 1.5倍投资于晋江企业

或帮助引入晋江的企业。

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游建胜表示，福建省科技厅作为基金牵

头发起单位，将大力支持基金发展，根据自身掌握的技术、人才等

资源，积极向基金推荐优质项目。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通过尽

职调查所选择投资的项目，科技厅将研究在科技项目立项、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科技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同时也希望基

金管理人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联合各类投资机构，深入挖掘国

内外一流科技资源，立足福建，面向全国，服务社会。帮助高新技

术企业更新经营理念，制定发展战略，放大科技项目投资规模，带

动福建省高科技项目落地，强化科技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服务福建经济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

泉州市政府副市长洪自强表示，创投基金的成立，是泉州市

创投企业发展的新起点，泉州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技术、人才

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在筛选项目、培育企业和配置资源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将基金投资于泉州市处于种子期、成长期等

创业企业，为市创业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增值服务。

3.75亿元投向高科技企业

福建设立首支成果转化创投基金

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福州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一等奖，图为工作人员在演示参赛项目
“笨小宝机器人”服务应用场景。 受访者供图

投资和政府扶持下茁壮成长。星云电子的“星云动

力锂电池组工况模拟测试系统”系列设备，技术指

标国际领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众多国内高精尖客

户的实验室、生产检测。

“福州市从赛前到赛后，形成了‘一手实业、

一手资本’的服务体系，使参赛优秀企业、团队获

得的不仅仅是‘一赛一投’的单纯投资。”福州市

科技局高新处相关负责人说，该局在政策和服务

上予以倾斜，专门为大赛制定了项目辅导、投融

资对接、“新三板”挂牌、入库海峡基金港、推荐至

孵化基地、银行信贷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打造创

新创业完整的全链条服务。在此基础上，2020 年

创新创业大赛提升人才创业、青年创业服务，新

增创业贷等增值服务，如符合条件的可获得“青

创贷”金融服务，最高提供 30 万元 3 年期免抵押

金融贷款；邮储银行福州市分行可为获奖企业提

供金额 100 万元以内，年化利率不超过 6%的创业

贷款等。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邵洪涛 邹伟 记者朱彤）11月 3日，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以下简称西北油田）完井测

试管理中心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补偿式裸眼封隔器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该项技术开创了国内外裸眼封隔器新的技

术思路，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

裸眼封隔器分为压缩式裸眼封隔器和扩张式裸眼封隔器，

西北油田下属的塔河油田使用的裸眼封隔器以扩张式裸眼封隔

器为主。在使用过程中，酸压施工时由于冷的工作液流过管柱

会造成管柱受冷收缩对封隔器产生上拉力，同时封隔器上下压

差导致封隔器承受较大的活塞力，导致封隔器易出现密封失效，

无法达到酸压预期效果。同时酸液进入封隔器以上地层，可能

导致地层掉块垮塌埋住管柱，影响后期上修完井管柱起出。

自补偿式裸眼封隔器在以前高温高压扩张式裸眼封隔器成

果基础上增加油管补偿功能形成，可以简化管柱，降低工具成

本，提高封隔器使用成功率，目前已应用成功，酸压施工期间封

隔器工作正常，密封良好。

初步测算，自补偿式裸眼封隔器计划每年使用 15 井次，提

高单井产能 10%，产生经济效益 349.1 万元；降低封隔器上部地

层垮塌导致管柱起出困难几率，预计年减少 3 井次修井打捞作

业，可节约费用 495 万元。据预测，使用该项技术，每年可产生

经济效益 844.1万元。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自补偿式裸眼封隔器填补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