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有本事，谁就来‘揭榜挂帅’！”1月 21日，

成都高新区在启动“揭榜挂帅”新型研发机构（以

下简称新研机构）“岷山行动”计划的同时，发布

了首批 14 个“揭榜挂帅”新研机构“求贤令”，涉

及功率半导体、光电集成、太赫兹等多个新兴领

域。揭榜团队最高可获得 1亿元产业扶持资金。

“揭榜挂帅”，就是“把需要的关键技术项目

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

也被称为“科技悬赏制”，是一种以科研成果来兑

现的科研经费投入体制。

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此次

“岷山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揭榜挂帅”，积极引

入国内外顶尖科技创新团队或科研机构，攻克一

批支撑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关键技术，涌现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采用“揭榜挂帅”形式建
设50个新型研发机构
“岷山行动”计划提出，成都高新区将在未来

5 年投入 300 亿元建设 50 个新研机构，其中科技

投入不低于 50亿元，载体投入不低于 50亿元，配

套新经济创投基金不低于 100亿元，吸引社会资

本不低于 100亿元。

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研发机构将聚焦成都高新区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新经济三大主导产业，解决产业链

细分领域的难题，搭建公共技术平台，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行动计划指出，力争到 2025 年，通过新研机

构聚集产业领军等各类人才 1万人以上，建设公

共技术平台 50家以上……最终成都高新区将探

索解决科学成果如何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产

品的难题，在部分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并力

争形成国家级亟待攻克的技术揭榜能力。

目前，成都高新区对该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了

首批“揭榜挂帅”型研发机构需求榜单，相当于将

创新“求贤令”昭告天下。

此次揭榜内容涉及功率半导体技术研究院、

细胞工程技术研究院、太赫兹技术研究院、光电

集成技术研究院等 14个项目。

拿太赫兹技术研究院项目来说，该项目将围

绕太赫兹通信技术研发、工程化和产业化核心关

键技术，搭建技术平台、解决技术难题、研制高性

能产品。目前，深圳、南京等地都在大力推动太

赫兹技术研发。

“‘揭榜挂帅’首批项目需求榜单所涉及的

14 个方向中，重点聚焦高新区主导产业相关细

分领域，力争突破难点技术；面向三大主导产业

相关细分领域及航空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开放申

报。”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多策并举让揭榜者心无
旁骛地研究

英雄不论出处，最终“揭榜挂帅”将实现“能

者上，庸者下”。如何能称得上“能者”呢？据了

解，此次成都高新区选拔的揭榜团队需具备良好

的科研基础、产业化经验和合理的成员结构。

为了让挂了帅的揭榜者能心无旁骛地潜心

研究，在政策支持方面，成都高新区将根据揭榜

团队技术实力、技术平台建设规模、项目产业化

前景等，按照 A、B两档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亿

元、5000 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重大新型研发机

构无支持上限。

资金之外，成都高新区也将在科研载体和企

业孵化方面提供支持。

目前，成都高新区菁蓉汇和新川创新科技园

AI 创新中心已有 4 万平方米的场地被打造为新

研机构集聚区，后期还将在新川创新科技园规划

30 万平方米以上场地，建设新研机构集中发展

区。原则上将为每个项目提供不超过 3000平方

米的办公场地支持。

此外，成都高新区将组建专门的孵化服务

公司，为新研机构提供财务、法务、市场等全方

位服务，并开设“菁蓉学院”为新研机构及孵化

企业匹配创业导师服务。新研机构孵化企业

还将纳入成都高新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享受

多项政策支持。

“前期，我们已经与成都高新区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基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面对

高新区较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我们非常愿意继续

参与‘揭榜挂帅’新研机构的建设，争取在疾病治

疗手段与新药研究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于

全院士表示。

去年 11 月，由魏于全院士团队创办的成都

威斯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成功获 3 亿元 A 轮

融资用于疫苗临床研究及生产线建设。威斯

克正是由成都高新区与四川大学共建的新研

机 构 —— 成 都 前 沿 医 学 中 心 的 一 大 落 地 成

果。面对成都高新区此次发布的“求贤令”，一

批研发团队也跟其一样，跃跃欲试。

“希望通过此次机会，充分挖掘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加快培育新研机构等产业技

术创新组织，攻克一批支撑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关

键技术，形成一批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产品。”

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5年投入 300亿元，揭榜团队最高获 1亿元扶持

成都高新区发布揭榜挂帅新研机构“求贤令”

1月 27日，商务部发布 2020 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

结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二，并连续 5年位列

前三，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位列全国第二和全国第三。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以强有

力举措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在稳住投资基本盘方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促经济发展。全面推进“百大项目庆百年”行动，以“两新一重”建设为重

点，大力实施知识城、城市更新、国企项目“三个 500亿”固投计划，全年知

识城完成固投 583 亿元、增长 50.5%，城市更新、国企项目固投分别增长

125%、74.8%。合同利用外资增长 125%，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 1/10。

在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 年组织集中

签约、动工、投试产活动 9次，比 2019年增加 5次，引进百度阿波罗等优质

项目 154 个，总投资超 3500 亿元，立景创新等 258 个项目动工，卡尔蔡司

等 60个项目投试产。

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一十百千万”服务企业

专项行动，全国开发区首推“暖企8条”“稳企6条”，落实减税降费超100亿元，

为企业争取融资、贷款超300亿元，新增市场主体6.3万户，逆势增长20%。

尤为突出的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向科技要答案，走出湾区

创新路径。其大力度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构建“智谷

氢谷药谷美谷纳米谷”五谷丰登产业发展格局，厚植产业生态优势；建

成百济神州二期、诺诚健华一期，形成全球顶尖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启

动粤芯二期建设，打造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核心区；引进建设现代

氢能、小鹏汽车，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推进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

究院建设，中国纳米谷一期工程全面竣工；中国软件 CBD 一期投入运

营，集聚麒麟、统信、飞腾等信创企业 53 家，形成“芯片+软件+云生态”

的安全可控信创产业集群；构建新一代国际数字枢纽，工业互联网二级

节点接入数量全国第一。

通过院地合作，该区打通科技转化创新堵点。布局人类细胞谱系、航

空轮胎动力学、慧眼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进建设中科院项目 5个，中科

院合作项目达到13个，省高水平创新研究院新增3家、总数占全省2/3。

目前，该区引进袁隆平、钟南山、张伯礼、施一公等战略科学家 91名，

集聚各类高层次人才总量达 1099 人，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广州科学

城“双创”基地连续 2 年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获批建设大湾区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实力蝉联全国经开区第一。

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5944亿元、

增长 0.6%，规上工业利润总额 615亿元、增长 1.4%，固定资产投资 1413亿

元、增长 10.9%，商品销售总额 9154亿元、增长 8.3%，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 1144 亿元、增长 18.7%，实际利用外资 254678 万美元、增长 24.8%，合

同利用外资 444276万美元、增长 127.5%。

综合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广州经开区走出湾区创新路径

青岛市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通

过数据流通、共享和合作打通供应

链上下游的堵点，补齐短板，以应用

为导向，在医疗等优势行业，加快构

建数字驱动的全流程应用的新模

式、新业态。

刘志
青岛市市南区软件及动漫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本报记者 王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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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山行动”计划提出，成

都高新区将在未来 5 年投入

300亿元建设50个新型研发机

构，其中科技投入不低于 50亿

元，载体投入不低于 50 亿元，

配套新经济创投基金不低于

100亿元，吸引社会资本不低于

100亿元。

300亿元

“园区上班族很多，停车资源比较紧张，通过

这款停车软件可以提前知晓哪里有空车位，省心

又省时……”1月下旬，在青岛（市南）软件园上班

的史小琳向记者说起了一款停车软件，她说的这

款软件就是由该园区入驻企业松立控股集团自主

开发的城市级静态交通管理平台“慧停车”App。

目前该软件已服务数十座城市，运营车场近

千个，管理泊位 10多万个，服务“上班族”百万余

人次。

这是青岛（市南）软件园（以下简称软件园）、

青岛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园（以下简称动漫园）通

过数字赋能“智慧+”发展的缩影。软件园、动漫

园是青岛市市南区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空间

有限，发展无限”理念的生动实践。

总占地 19.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4.69万平

方米，入驻数字企业 300 余家，培育孵化鼎信通

讯、青岛积成、优创数据等数字经济企业……市

南软件园及动漫园在软件信息、科研与专业技术

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形成了较强的优势。

在新机中抢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2020

年，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获评“山东省重点服务

业园区”“山东省数字经济园区”“青岛市数字经

济试点园区”。园区目前已有 30 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共有泰山学者 6名、专家工作站 37个。

荣耀的背后是市南区的顶层设计，打造“产

业+配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的数字产业生

态。作为青岛的核心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市南区在土地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市南

软件园及动漫园的空间资源，推动其向数字园区

转型，打造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

软件、工业互联网等于一体的特色数字园区，破

解园区空间瓶颈，提高“亩产效益”，成为市南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

走进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但见 5G 网络和

5G 应用产业场景建设如火如荼。借鉴 5G、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园区

实现监管治理数字化、运营数字化和企业服务数

字化转型。

智能芯片控制的电力系统、云平台上运营的

酒店、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秦汉英雄》动漫……这

些科技成果都来自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每天有

近万名年轻人在这两个园区的创客综合体里进

出，他们用智慧和激情，刷新着青岛创新的速度。

通过 5G 智慧园区的建设，园区将高新科技

与智能技术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各个方面，为

园区入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园区管理

和公共服务，打造优良的创新、发展环境，提升园

区对企业创新等要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产

业发展空间，加速产业集聚，助力园区企业发展。

“十四五”开新局，点燃数字经济引擎。市

南区计划数字赋能推动 3500 家以上中小企业

用上云平台，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培育 5 家以上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解决方案

供应商，初步构建涵盖工业互联网平台、系统

解决方案、工业软件等领域的产业新生态。加

快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腾笼换鸟”，腾空楼宇

1 万平方米，培育 2 座专业楼宇，推进动漫园二

期规划建设，打造数字产业园。

顶层设计，加速数字园区转型

“过去病人做消化内镜时，主要靠医生个人的

技术和经验开展检查，难以保证规范化和标准化，

容易因检查过程的不规范导致误诊和漏诊。现在

借助‘人工智能内镜助手’，可实现消化内镜检查

全过程中盲区的自动提醒，提高诊断的完整性、准

确性，降低漏诊率。”青岛美迪康数字工程有限公

多维融合，让数字“应用”起来

“涵盖了智能识别终端、停车管理云平台、大

数据分析平台，‘慧停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停车服务。”

“慧停车”品牌推广总监崔道安说，面对疫情的冲

击，市南区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数字创新平

台，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有效扶持数字企

业发展。

作为青岛市及山东省数字经济试点园区、

市南区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园区，市南软件园及

动漫园享受《市南区鼓励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办法》《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政策》《促进金融业

发展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和发展政策》《扶持

文化事业及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促

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品牌、质量经

济发展及标准化资助奖励办法》等一揽子政策

扶持。

疫情期间，园区及时落实惠企政策，仅房租

一项就帮助园区企业减免 4000多万元。政府组

织企业参加“云路演”活动，为企业与投资机构就

股权投资、产业链合作交流搭建平台。崔道安

说，松立控股集团因此获得青岛科创母基金战略

投资 4000万元。

政策释放创新活力。崔道安介绍，2020 年，

松立集团自主开发出智慧社区管控平台——慧

安佳，在原有物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多功能

感知、采集功能，智慧化的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

了基层社区治理的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从 2003 年至今，动漫园中的山东金东数字

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已成长为中国数字创意产业

的头部企业，入选山东省首批科技型企业科创板

上市培育库，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0

年依然保持了 40%的增长。该公司董事长周安

斌切身感受到市南区对新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

的高度重视。受益于惠企政策和保姆式服务，企

业从北京、深圳招募了一大批数字技术研发、创

意视觉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加速技术产品研

发和迭代，帮助客户在逆境中寻找机遇、赢得发

展先机。

数字引领未来，创新成就梦想。市南软件园

及动漫园数字转型正在为青岛打造世界工业互

联网之都创造出新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

政策杠杆，撬动园区数字变革

数字化引擎刷新青岛数字化引擎刷新青岛““双园双园””创新速度创新速度
司市场总监张大酉说，这项“人工智能内镜助手”

技术成果源于公司自主研发的“AI+”互联网的消

化内镜智能信息平台，将最新的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消化内镜诊疗的质量控制

工作中，辅助医生规范化操作，同时具有智能提

取、计算、上报消化内镜质控指标等功能。

“这得益于市南软件园及动漫园数字园区转

型带来的创新环境。”张大酉表示。这是市南软

件园及动漫园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成功实例。

市南区软件及动漫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

志说，园区通过数据流通、共享和合作打通供应

链上下游的堵点，补齐短板，以应用为导向，在医

疗等优势行业，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全流程应用

的新模式、新业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为实现数字园区场景化应用，市南软件园及

动漫园进一步提升软、硬件的数字优势，将其转

化为企业发展的数字红利，园区软硬兼施，多维

融合，向数字、智慧园区跨越。

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通过

引入数字化运营建设体系，园区搭建数字空间，

实现园区资产、招商、合同、企业和物业运维的信

息化管理，优化业务运营管理，营造便捷高效的

园区招商环境。

旭晟东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杨东江教授说，园

区的智慧化安监体系，借助人工智能分析前端设

备，可实现园区人员、车辆和环境的全面感知和

智能分析，实现园区全景监控，异常自动报警和

违规人员、车辆轨迹分析；通过消防报警联动视

频，构建智慧化安防、消防一体化管控体系。

高校信息青岛市能源管理与控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负责人感慨，这里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和

通讯模块局提升了园区网络服务质量，万兆光纤

网络入园区、千兆到楼宇、百兆到桌面，为软件与

动漫企业发展创造优质的网络硬件环境。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曾 妮

科技日报讯 （李迪 陈科）1 月 29 日，四川首家“外籍人才书屋”在成

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天华社区正式投用。未来，书屋将被打造成服务外籍

人才的创新载体。

来自斯里兰卡的外籍友人Tharaka说：“我来到成都有4年了，很喜欢这

个地方。今天听说这里建了一个外籍人士书屋，我认为很棒！这对我们来

说很方便，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英文的权威政策书籍。我会经常来的。”

据了解，作为西部地区的人口大省、科教大省、资源大省、经济大省，

四川充满了魅力、活力和机遇，“十三五”以来，来川工作外国人累计达到

3万人次，高层次、高学历人群占比达到 30%左右，在四川省的科技创新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外籍人才书屋将被打造成促进交流沟通的桥梁与纽带，让外

籍人才可以利用书屋分享沟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实现由外国专家带动

更多外国专家来四川工作的良性互动效应。外籍人才书屋将被打造成传

播四川声音的平台与窗口，让四川文化更加充分地融入国际“朋友圈”。

打造互动交流平台

四川首个外籍人才书屋正式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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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外籍人才书屋”揭牌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