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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晓波 通讯员 郭文晨

近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布局沙龙”在武汉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召

开。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为“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提出真知灼见。小镇位于武汉岱家山科技创

业城（以下简称岱家山科创城）内，此次活动是该

科创城不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连续 6 年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

价中获优秀、通过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复核、获批

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2021 年，

岱家山科创城喜讯频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硕

果累累。

荣誉何来？这都源于岱家山一脉相承的创

新基因。

一张蓝图绘到底。21 世纪初，岱家山谋定

转型升级路径，按“校园式创业社区”模式，打造

涵盖“创客空间+创业苗圃+创业孵化器+‘瞪羚’

企业加速器”全链条众创空间的岱家山科创城。

从一个创新想法开始，接续奋斗，岱家山逐

步把梦想变成现实，一跃成为创新创业高地。不

去“种房子”，拥抱“金点子”，岱家山科创城成功

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未来可期。

方向决定出路。

早在 2004 年，岱家山所在区域，纳入城市更

新范围，一个集体智慧的决定第一次改变了岱家

山人的奋斗目标。

“转型在即，路在何方？”岱家山人都在思

考。最终，他们拒绝“分钱散伙”，而是用项目征

地补偿款，开发建设岱家山工业园，开启岱家山

发展新纪元。一时间，为提高园区运营核心业务

能力，岱家山引进了不少优质企业，园区组建招

商引智服务中心，逐步培育园区运营“核心能

力”。转型势头正劲，岱家山又迎来第二次蝶变。

“创新永远不会停止，创业是最长远的就

业。”岱家山认定了方向，2007 年，他们决定将工

业园转型为科技创业城，并筹建岱家山科技企业

孵化器，引进和孵化培育科技型小微企业。

很快，为探索园区创新、科学、可持续发展路

子，岱家山一方面派出工作队先后到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区的科技园学习，另一方面聘请第三方

专业团队来现场指导，量身打造“变身”之路。

如今，在岱家山科创城，孵化器、加速器、中

试基地，活力迸发。岱家山科创城打造“一谷两

园”，壮大岱家山瞪羚企业谷，做强科创小微企业

园，做大岱家山专业软件园；同时，设立高价值专

利挖掘服务中心，开展岱家山科创金融财税服务

年等各项创新创业服务。

开弓飞箭，一路前行风雨兼程。悉心经营十余

载，岱家山科创城已建成占地16万平方米，可提供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留学生创业园、巾帼创业

中心等全链条企业孵化服务的“双创”园区。

如今，园区内 80%的企业靠技术创新勇闯市

场。“创新创业”“专精特新”“瞪羚”“中试”这些科

创人员关注的高频词，现在成了岱家山居民的口

头禅。

寒冬时节，走进岱家山科创城，宽敞的道路

规划有序，现代化楼宇林立的园区人来人往，标

准化实验室紧张忙碌，园区创业咖啡吧里暖意融

融，岱家山科创城已成为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梦

工厂”。

工业园蝶变科创城

岱家山科创城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培育工

作。2017 年湖北省首个知识产权科创小镇在岱

家山科创城揭牌。

岱家山科创城围绕新发展理念、全链条载

体、一站式服务、高层次人才、智能化产业等 5方

面升级，在全国率先打造“五升”知识产权生态小

镇。

据介绍，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位于岱家

知识产权服务推动企业创新

开放彰显活力，创新赢得未来。

在岱家山科创城企业武汉钇太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的生产中心里，数名员工正严肃认真地

检查仪器电路。该公司总经理杨国松介绍，他们

正在装配大米加工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粮油自

动化控制系统，简单地说就是给米厂、面粉厂提

供一套包括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等在内的

解决方案。”他说。

杨国松表示，他所在的行业称得上“小而美”，

虽然大家天天吃饭，但专注于该领域的企业，在武

汉只有两三家，全国范围也不过几十家。他表示，

公司正在发力向稻米加工信息化转型升级。据

悉，该公司正与武汉轻工大学合作，研发大米加工

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抓创新。

这只是岱家山科创城迈大步前进的一个脚印。

日前，岱家山科创城内另一家企业武汉市整

流器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整流所）将其 12只可

控硅功率器件组件送到武汉科技大学，通过该校

压力机安装散热器。

以前，散热器由工人手工安装，细微误差可

能导致散热器损坏，影响产品寿命。

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宏介绍，通过压力机压

装散热器，产品寿命可延长 30%—50%。用压力

机压装散热器是消除误差的优选，而购买一台压

力机动辄上百万元，李志宏有些顾虑。

岱家山科创城聚集了 290 余家科创型中小

微企业，80%集中在智能机电领域，不少企业与

武汉整流所面临相似的困境。

去年 8月，岱家山科创城与具备检测能力的

企业，以及在鄂高校和科研院所，联手组建“动态

集成型”智能检测服务中心。

该中心既有实体实验室，配有工业机器人、

恒温恒湿箱等检测设备，也可根据企业个性化需

求，嫁接在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设备资源。

得知李志宏的需求后，“动态集成型”智能检

测服务中心通过多方沟通，了解到武汉科技大学

有一台压力机用于教学，教学之余使用不多。岱

家山科创城工作人员立即牵线搭桥，武汉整流所

按需租用武汉科技大学的设备，一举解决发展大

难题。

对内激发潜能，向外吸纳智慧，岱家山科创

城与时俱进，汇聚点滴力量，激活万众创新。

对外合作破解发展难题

目前，岱家山科创城

内企业拥有各类知识产权

超3000件，其中发明专利

近 200 件，每年各类知识

产权申请量超700件。在

这里孵化培育的创新成果

已超2000项。

3000件

山科创城，已形成集聚企业、集约资源、集中服

务、集成技术和集群产业的知识产权“五集”格

局。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对接高校科研成

果转化等项目，设立质量技术服务工作站等 10

个科创服务专项工作站，自设种子资金，并引入

银行、风投等社会资本及各类政府基金在孵化器

集聚。

岱家山科创城负责人介绍，岱家山知识产权

科创小镇打造“创客空间+创业苗圃+创业孵化

器+‘瞪羚’企业加速器”创新创业全链条众创空

间，构建以企业、人才、资金、科研机构、创业导

师、中介服务机构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据悉，这是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的特色所

在，只要创客有理想、有创意，就可以在这里完成

产品设计、培育加速等。

在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是

“硬通货”。该小镇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创设、运

用、保护、管理全链条服务。

岱家山科创城提供的知识产权服务远不止

如此。

李恒走出武汉科技大学校门，便带着自己的

项目入驻岱家山科技企业孵化器，并成立以综合

治理城市扬尘为主的创新型环保企业武汉毳雨

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在岱家山知

识产权科创小镇特聘的知识产权服务专员帮助

下，李恒拿到了首件实用新型专利权。他研发的

“高空喷淋”系统已在国内近千个工地投用，年销

售额破千万元。

在岱家山科创城，一大批以大学生、留学生、

科技人员、连续创业者为代表的“新四军”创客汇

聚。岱家山科创城逐步构建起“基地+基金+创

客”经济生态圈，促进创新创业资源共享，实现创

新创业者在这里轻松找资金、找市场、找技术、找

人才、找圈子、找导师。

目前，科创城内企业拥有各类知识产权超

3000 件，其中发明专利近 200 件，每年各类知识

产权申请量超 700 件。在这里孵化培育的创新

成果已超 2000项。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陶维洲 记者过国忠）位于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园，1 月 13 日正式启用，8 家优质生物医药企业

签约入驻。这是该开发区培育建设的生物医药产业重要载体，将集聚更

多创新人才，致力打造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

据了解，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园占地面积 90 亩，将高端医疗器

械、医学人工智能、医疗科学仪器、医疗检测服务及相关创新装备等产业

作为主要招引方向，华先医药、朗易生物、泛肽医学、朔幸医学、库创智能、

康耐美义齿、恩立维生物、莫本自动化等首批 8家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已签

约入驻。

苏州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陈晓东认为，长三角创新医疗科

技产业园的启用拓展了相城区创新医疗产业发展布局，将集聚更多创新

人才，加速该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崛起。

“开发区将打造内外融通的开放环境、要素齐全的创新环境、优质高

效的服务环境，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提供广阔的创新创业舞台。”相城

区委书记季晶表示，今后，开发区将通过加快产业载体建设，在生物医药

领域培育更多龙头型、研发型的“专精特新”优质企业。

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园启用

加速相城经开区医药产业崛起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经过半年的紧张建设，沈抚示范区氢燃料

电池关键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运营。近日，随着辽宁科京新

材料有限公司离子膜生产线启动，沈抚示范区在新材料和氢能产业领域

迈出新步伐，填补了国内离子交换膜行业的空白。

离子交换膜是当前“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目标的关键瓶颈，是大规模

推进新能源转型的关键材料。沈抚示范区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依托辽宁科京新材料有限公司 20余年的研发积累，围绕液流电

池用质子交换膜材料、液流电池复合双极板材料和氢燃料电池用质子交

换膜材料进行生产研发，产品主要应用于储能液流电池、氢燃料电池等方

面。目前，离子交换膜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指标

优于国外产品。

在沈抚示范区项目服务专班的全程支持和精细服务下，该项目从洽

谈签约到离子膜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营仅用了 6 个月时间，再次刷新了示

范区项目建设的速度，也让企业感受到示范区建设的速度和项目服务的

温度。

2021年以来，沈抚示范区先后引进了氢电中科沈抚氢燃料电池电源

系统产业园、中能建沈抚氢燃料电池整车生产基地等氢能项目，不断加强

与国内氢能行业企业之间的对接合作，积极谋划氢冶金工业研究院建设，

逐步探索一条具有示范区特色的新能源发展道路。

沈抚示范区推进新能源转型

氢燃料电池材料基地投运

近日，《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竞

争力报告（2021）》向社会公布，在分布于全国 21

个省区市共 48 家留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中，厦门

留学人员创业园（以下简称厦门留创园）综合排

名位列第四，运营管理单项排名第一。

为归国人才分担创业之忧

对于此次评价结果，许多入驻厦门留创园的

创业者深有体会。“这里有最懂创业者的服务团

队。”厦门烯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

成科技）负责人介绍，自 2019 年落户于此，公司

享受了多项税收减免政策，保证了充足的流动资

金，得以在产品研发和推广上狠下功夫。作为国

内较早从事石墨烯制备设备及石墨烯产品应用

开发研究的高科技企业，其关键技术团队拥有厦

门大学特聘教授蔡伟伟等 5 位毕业于高校院所

的博士。

厦门留创园针对初创企业经验不足、对政策

不熟悉等情况，专门为归国人才提供专业创业辅

导，包括如何争取政府人才资助计划、申报创新

创业项目、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等，帮助企业少走

弯路，尽快落地扎根。

一路走来，厦门留创园已成为海外留学创业

者的“逐梦摇篮”。2014年，决定带着项目回国创

业的骆静南一眼相中了厦门留创园。“一次偶然的

机会了解到了厦门留创园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

很适合初创企业。”骆静南说，企业落地后，他发现

当初的选择果然没错。作为厦门市引进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骆静南创办了杰美特涂层科技（厦门）

有限公司。该公司攻克了中高端涂层产品的一系

列技术难题，自主研发生产超滑抗菌涂层，主要用

于各类介入、植入类医疗器械，很多成果如今已经

应用于我国一些大型医疗器械公司。

专业孵化器培育“专精特新”

自 2000 年创建以来，厦门留创园逐渐探索

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新兴产业孵化之路，实现了

从单个企业孵化到整个产业孵化的突破。

厦门留创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厦门留创

园打造了多个专业孵化器，形成“一个专业领域、

一个运营公司、一支服务队伍”的专业孵化运营模

式，营造适配海外人才创业的产业生态。目前，石

墨烯、物联网、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已入驻企业约

200 家，配备的 25 名运营人员，从技术、资本、政

策、产学研、后勤等各个方面协助企业发展壮大。

聚焦孵化的专与精，厦门留创园逐渐实现产

业发展的串珠成链，搭建了“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孵化体系，在福建省率先建成全

链条孵化体系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围绕厦

门市和厦门国家火炬高新区主导产业，厦门留创

园先后搭建了石墨烯新材料、物联网、生物医药、

海洋等 4 个专业孵化器。各专业孵化器正着力

打造集科技研发、中试生产、成果转化于一体的

产业链。如石墨烯专业孵化器累计引进 60个石

墨烯新材料项目，从制备设备、石墨烯材料到下

游应用，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石墨烯产业发展

链条。

截至目前，厦门留创园现有在孵企业 2000

多家，毕业企业 800 多家，其中上市公司 8 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25 家，国家和省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68家，占全市 11%。

积极培育创新创业厚土

据了解，厦门留创园经营管理团队不到 150

人，却服务了园区 2000多家企业、3000多名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他们每天穿梭在企业、税务、银

行、项目上，为企业做好服务。今年以来，厦门留

创园经营管理团队走访企业近 2000 家次，帮助

企业解决场地紧缺、员工住房、人才子女就读等

问题超 1000 项；举办创业大赛、培训、产业垂直

活动 100场次以上。

近年来，厦门留创园围绕运营管理、产业孵

化、科技投资等，科学设置部门和搭建专业化人

才梯队，形成了“内训+外训”“线上+线下”的培

训体系，为厦门留创园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

“过去做材料检测，要先将材料运往外地，来

回近一个星期。现在，我们在同一栋楼进行检

测，上午送检的产品，下午就能收到检测数据。”

厦门泰启力飞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最为感动

的是，为了给企业节省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厦门

留创园将各类检测服务平台搬到园区内，真正解

决了企业的实际需求。

近年来，厦门留创园打造了 10 多个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提供多类型检测服务，配备专业技

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其中火炬石墨烯公共技

术 服 务 平 台 是 福 建 省 少 数 同 时 拥 有“CNAS”

“CMA”双资质的检测服务平台。不仅如此，厦

门留创园还成立了天使投资公司，打造创业直

投、母基金、投融资服务共同构成的科技金融服

务模式，联合银行、金融机构打造绿色服务通道，

畅通融资渠道，先后协助清源、瀚天天成等多家

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目前厦门留创园载体规模已达 110 万平方

米，其中超 60%位于岛外。该留创园还在美国硅

谷设立福建省首个海外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开拓

柔性引才新路径，设立厦门首个金砖人才创业基

地，为金砖人才“点亮”创业梦想。

得益于厦门留创园不断增强营商环境软环

境和创新驱动力硬实力，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快

速成长、壮大、发展。厦门留创园已成为海峡西

岸“双创”事业发展、高端人才集聚的重要载体。

构建全链条孵化体系
厦门留创园竞争力居全国前列

高质量服务高质量服务““金点子金点子””
这个园区打造创新创业这个园区打造创新创业““梦工厂梦工厂””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日前，2021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总决赛在北京召开。经过最终角逐，脑胶质瘤精准诊疗创新团队、北京与

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星际荣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获得总决赛冠军、

亚军及季军，分享百万奖金。

本次比赛通过大赛官网全程直播，近百万人在线上观看了这场科技

盛宴。决赛现场，23 个总决赛项目通过路演的方式进行激烈角逐，气氛

热烈。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作为国家级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

平台——中关村论坛的“赛板块”，旨在面向全球公开遴选一批拥有国

际领先前沿技术的企业和团队，提升中关村示范区前沿科技创新水

平，推动项目产业落地，加快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世界领先的科

技园区建设。

自 2017 年创办以来，大赛得到了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大赛聚焦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智能制造与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累

计挖掘 400 多个优质初创企业和团队，一批海内外项目在北京落地

转化。

除了精彩的项目角逐，本次活动还举办了大赛优质企业展。20多家

参赛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展厅，集中展示前沿硬科技产品。

脑胶质瘤精准诊疗创新团队全球首次发现胶质瘤全新治疗靶点——

PTPRZ1-MET 融合基因，开发出具有颠覆性的广谱化疗药和靶向药伯

瑞替尼；君全智药全球首次实现纳米机器人在活体血管内稳定工作并高

效完成定点药物输运功能；开元维度的全球首个分布式超大规模数据编

排系统，为数据驱动型应用和存储系统构建了桥梁……众多前沿技术产

品亮相展厅，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围观。

为深度开展前沿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本届大赛成立中关村前沿

科技投融资联席会，组织一批知名风投等投资机构参与，全力为具有

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性的硬科技企业“输血、赋能”。不到半年时间，高

瓴创投、中关村资本等 5 家投资机构与 20 余家大赛企业形成投资意向，

投资金额合计近 7 亿元。大赛总决赛现场举行了一系列优秀项目投资

签约仪式。

中关村前沿科技大赛落幕

20余家企业获投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