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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的通知》，提出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及科技人员
转移转化科技成果。

◎本报记者 金 凤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2015 年，《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明确部署

到 2020 年前要完成的改革任务。

“十三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涉深

水，向束缚创新的藩篱动真格，在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实行科技人员分类评价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

值此“十三五”与“十四五”交汇之

际，本报特于两会期间推出系列报

道，聚焦地方改革实践，展现有益

探索及启示。

◎本报记者 金 凤

代表委员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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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江苏集萃华科智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集萃华科）的实验室里就恢复了紧

张而忙碌的状态，科研人员正马不停蹄地完善着

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

“希望软件能尽快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复

杂曲面零部件数字化制造，突破技术瓶颈。”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集萃华科董事李进仪的语

气中透露出满满的紧迫感。

在这家高校、地方政府和产业研究院共建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人才团队控股占比达到 60%。

自 2017年成立以来，公司内一些科研人员已经收

获了成果转化收益，迄今已衍生孵化了 6 家科技

企业。

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

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

利益收入对接，让江苏省“十三五”期间的科技成

果转化量质齐升。

2020 年，江苏技术合同成交额 2335.81 亿元，

是 2015 年的 3 倍多；科研人员获得更多自主权，4

家单位跻身“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投入省财政资金 48.82

亿元，立项支持 617个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

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面积及在孵企业

数均居全国第一。

眼下，开放联动的技术要素市场、为科技创新

“造血”的专项资金、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

正在让江苏的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

化改革迈上新台阶。

下放“三权”，赋予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

集萃华科脱胎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

下简称江苏产研院）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研究所

（以下简称数字所），后者是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

究院（以下简称无锡研究院）加盟江苏产研院建立

的研究所。2017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字所所

长丁汉领衔科研团队与华中科技大学、无锡市惠

山区、江苏产研院共同成立集萃华科。

“我们在市场调研时发现，传统船用螺旋桨

曲面加工的人工强度大、效率低、精度差，而数

字所积累的数控和机器人加工技术，正好能对

症下药。”李进仪说，2019 年，通过成果转让，研

发团队与集萃华科、行业龙头企业合资设立创

新企业，将“大型船用螺旋桨机器人智能铣削技

术”推向产业化。

“十三五”期间，无锡研究院、数字所、集萃华

科共取得技术转让、许可收益 4571 万元。2020

年，无锡研究院、数字所、集萃华科新增纵、横向科

研项目 171 项，科研经费到账和主营收入 1.37 亿

元，新增知识产权申请 86项。

集萃华科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是江苏产研院

探索以“人才团队控股”方式建设特色研究所实践

的缩影。

“‘人才团队控股’的特点，在于把资产所有权

和使用权分离、把机构的发展与人的积极性有机

结合。团队由拥有‘成果转化收益权’增加到‘成

果所有权、处置权和转化收益权’。”江苏产研院院

长刘庆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几年，江苏通过科技成果“三权”下放，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给

高校院所带来创新活力。

南京工业大学近年来创新实行了科技成果

“先确权、后转化”模式，明确对于实施许可、转让

的专利按学校与职务发明人 3∶7的比例共享知识

产权收益，对作价入股的专利按学校与职务发明

人 1∶9的比例共享知识产权收益。

南京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处副处长周治表示，

2019 年—2020 年，该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107 项

（转让专利或非专利技术成果 129 个），合同额

9920万元，成立学科型公司 8家。

健全分配机制，让科研人
员“名利双收”

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

制，强化科技成果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鼓励以转

让、作价入股等方式加强技术转移……一项项举

措让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也让科

研人员的获得感不断提升。

2020 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江苏

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小飞团队，成功将

“鸭甲型肝炎活疫苗”等 2项家禽疫苗技术转让给

5家兽用疫苗企业，转让费用超过 2000万元。

张小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根据新规，成果

转让净收益用于奖励团队（个人）的额度大大提

高，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家潜心科研的积极性，也促

进了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张小飞所说的新规，指的是该院修订出台的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管理办法》，新规将分配给团

队的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从原来的 30%提高到 70%

以上，最高可达 92%。该院副院长孙洪武介绍：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农科院成果转化到账收益

连年攀升，总量达到 7.9亿元。”

江苏省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以下简称“科技改革

30 条”）明确，对在省内转化成果的收益奖励比例

提高到 70%；对企业研发转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成果，由省成果转化资金给予同等力度支

持。

“科技改革 30 条”发布以来，江苏高校院所

普遍制定了内部成果转化奖励办法，有的单位

甚至将转让收益奖励幅度提高到 100%。2019

年，江苏遴选 8 位领衔科学家赋予其充分科研自

主权，财政拨款 1 亿元支持了 5 个前沿项目和 3

个探索项目。

5年出资近50亿元，支持
617个重大项目

“十三五”以来，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累计立项支持 617个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投入省财政资金 48.82 亿元，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161 件、软件著作权 1071 件、

国家标准 140 件，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1607.4 亿元、

利润 205.4亿元。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的达伯舒（信

迪利单抗注射液），是自主研发的具有全球自主知

识产权的抗肿瘤Ⅰ类创新药。2018 年初，在受到

专项资金 900万元资助后，公司加快研究进程，最

终以 252 天的审批周期，让达伯舒成为国内第一

个拿下霍奇金淋巴瘤的 PD-1 单克隆抗体。目

前，达伯舒已经成功授权给美国礼来制药，开创了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已上市生物药向全球 500强

药企授权的先河。

“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聚力推进核心技术自

主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聚焦先进

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需求，重点支持处于国内领

先或国际先进、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容量大、产业

带动性强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努力提

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江苏省科技厅成果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专项资金项目中，80%采用产学研结合

的方式，一些项目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

核心技术。

专项资金的注入，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大幅提升。在碳纤维项目产业化的关键节点，中

简科技相继两次得到专项资金立项支持，先后攻

克 T700、T800、T1000 级碳纤维关键核心技术，开

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碳纤维产业化发展

道路，打破了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家对碳纤维核

心制造技术的长期垄断。

调节供需关系，架起技术
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更好地发挥

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对于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至关重要。2020 年，江

苏技术合同成交额跃居全国第三位。这一令人瞩

目的成绩单，既显示出江苏科技成果转化蕴藏的

巨大潜能，也反映了市场对技术的强烈需求。

如何搭建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桥梁？

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负责人肖莺介绍，2020

年，围绕江苏重点产业领域开展技术需求挖掘，江

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以“揭榜挂帅”方式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共征集企业技术难题

800 多条，重点遴选发布 200 余条，其中 237 条需

求征集到有效解决方案 323个。

江苏产研院则遴选龙头企业作为核心合作

伙伴，成立联合创新中心 131 家，2019 年以来征

集企业愿意出资的技术需求 600 余项，金额超过

20 亿元。

在科技成果供给侧调整产权关系的同时，如

何向需求侧开放科技资源，也考验着科技平台的

服务能力。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副主任尤琛辉

介绍，2020 年，江苏在全国首创省地联动实施科

技创新券工作，支持企业购买科学仪器共享等服

务。截至目前，入库创新券服务机构 231家，上架

1200 多项创新券服务产品，申领创新券企业超过

1600家。

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科

技成果的公益性也日益凸显。2020 年，江苏省农

科院面向全省建设“亚夫”科技服务体系，遴选 40

多位专兼职的科技特派员，担当农业科技服务“全

科医生”。

去年底，该院副研究员于红梅作为专职科技

特派员前往江苏宿迁宿豫区新庄镇助力地方特色

产业发展。“近 3 个月时间内，我引进了自主选育

的草莓新品种，指导农户改善土壤菌落环境，提高

植株抗病能力，配合使用其他绿色防控技术减轻

病虫害发生。”于红梅说。

“让科技贴近产业，不是光靠激励就能解决所

有问题。有些技术的转化需要技术集成和整体解

决方案。我们希望对产业发展的问题能即研即

用、边创边推，将专家的技术植入产业、授予农户，

缩短从创新到应用的周期。”孙洪武说。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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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乔旭正带着团队调试装置。他们利用一种自主研

发的多功能催化剂，把污染物临氧裂解成化学小

分子，继而将其彻底氧化消除。2018 年以来，该

技术已陆续在江苏常州、镇江、南通等地化工企业

投入使用。目前，乔旭团队正尝试将该技术嵌入

化工生产装置中，实现污染物治理与化学品生产

同步，帮助化工企业实现零排放。

“这几年，国家和江苏都出台了很多鼓励科技

成果转化的政策，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

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

用权；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成立技术交易市

场、产业研究院，这都激发了科研人员解决产业需

求，提高了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乔旭说。

“十三五”期间，激励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创新

创业的举措可谓力度空前。受政策激励，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呈现小阳春。去年5月发布的《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 2019 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

篇）》显示，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签订技术转让

（包括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简称“四技”）合同总金额达 930.8亿元，

同比增长16.6%。

乔旭认为，在多种手段激励保障的同时，还需

要破除思维定式、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鼓励更多的科技工

作者潜心研究出一些相对成熟、又能适应市场需

要的成果。这个过程相对漫长，需要破除传统思

维，扭转重论文、轻应用，重成果、轻转化的评价方

式。”乔旭说，目前，评价科技成果的贡献，很难像

诸如“帽子”、论文的评价指标那么直观。成果转

化的贡献如何得到公认，还需要高校院所完善评

价体系。

得到激励的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提高后，还

面临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科技成果与市场需

求适配。

对此，乔旭建议：“不妨在高校院所内尝试组

建团队从事成果转化，一部分科研人员在国家战

略和市场需求项目中凝练科学问题，形成基础研

究成果和关键共性技术；另一部分科研人员专攻

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从而形成创新链，解决

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同时，乔旭还建议，团队内部也要有明确的利

益分配机制，调动大家合作分工的积极性。这可能

也需要调整现有的教师队伍结构，例如团队中要有

一批具有工程实践能力、了解市场需求、对市场变

化敏感、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人。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乔旭委员：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挖掘市场真需求

江苏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五年增两倍江苏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五年增两倍

用四项对接用四项对接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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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提出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政策环境。

2016年
4月21日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
建设方案》，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发挥
技术转移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2017年
9月1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职务科
技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实行个
人所得税优惠，使创新成果更好服务
发展和民生。

2018年
4月1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扩大高校和科
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
见》，推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
领域自主权，增加科技成果供给，支
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9年
3月19日

科技部等 9部门联合印发《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探索
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

2020年
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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