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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

新力度，不断优化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是广东科技

创新的特色内容之一。同

时，广东加快战略科技力

量布局建设，打造体现国

家使命、具有广东特色的

“科技王牌军”，并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科技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进

一步凸显。

科技金融为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不久前，

广东省科技厅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在广州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根据协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省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创

新高地和战略力量将得到金融的大力支持，以及

加强科技信贷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通过创新金融模式加速推动科技成

果产业化的发展。

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技

金融服务体系，是广东科技创新的特色内容之

一。与此同时，广东加快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建

设，打造体现国家使命、具有广东特色的“科技王

牌军”，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科技支撑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显。

近日，季华实验室传来好消息。该实验室大

功率半导体研究团队自主研发的 SiC 高温外延

装备，取得突破性进展。团队克服了国外技术封

锁、疫情所导致的重重困难，用了不到 1年时间，

完成了从模拟仿真、结构设计、温气场设计，加工

采购，到系统软件的自主开发、安装调试及一系

列软硬件联调工作。

“我们突破了多项交叉学科难题，并申请发

明专利共计 30 余件，其中 4 件已获得专利授权，

装备的主要功能和性能指标已达到设计要求。”

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紧

张的工艺调试。

季华实验室是首批 4 家广东省实验室之

一。自 2017 年启动建设省实验室以来，广东已

逐步构建起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其中鹏

城实验室实现人工智能算力全球领先，广州实验

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硬核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坚持“量质并举”提升

创新能级，一批高水平科研机构成为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引擎。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初步形成“核心战略总部—

王牌军—独立团”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集团

军体系”，成为全国 3 个综合性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之一。积极推进国家大院大所在广东布局，

聚焦纳米科技、深海深空、类脑智能、精准医学

等前沿领域，创新体制建设 27 家高水平创新研

究院。协同港澳科研力量布局建设国家应用

数学中心、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横琴先进智

能计算平台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设立 276 家

新型研发机构，其中 6 所港澳高校在粤参与共

建新型研发机构 9 家。

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牵引带动下，2021

年，广东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蝉联第一，实

现全国“五连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超 3800 亿

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14%；发明专利有

效量、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等指标均居全国首

位；“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蝉联全球第二

位。

“量质并举”提升创新能级

3 月 12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批准南京

诺唯赞、北京金沃夫、深圳华大因源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因源）、广州万孚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孚生物）、北京华科泰

生物的新冠抗原产品自测应用申请变更。自此

首批 5 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正式上市，其中 2 款

为广东企业研发生产。

“万孚生物是国内产能最大的新冠抗原试剂

生产企业之一。”在广州举行的“供港保障，我哋

撑你”故事分享会上，万孚生物高级副总裁康可

广东企业“千军万马齐创新”

今年 2 月 18 日，黄埔区委人才工作局（广州

开发区党工委人才工作局）正式揭牌。这是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后，粤港澳大湾区成

立的首个区级人才工作局。

“这是为了吸引集聚更多精英人才，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贡献才智，实现以

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强产业。”广州市黄埔区人才

工作局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黄埔区着力打造重才、引才、用才、

爱才的政策和生活环境，努力将黄埔区打造成为

人才“离成功最近的地方”。黄埔区的创新做法

是广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的一

个缩影。广东紧密依托省重大平台、重大项目、

重点产业、重点学科，探索采取“一事一议”、试点

单位自主举荐、“揭榜挂帅”等新型模式，加快引

进培养高层次人才。

同时，广东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

制，推动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

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营造“近悦远来、拴心留

才”的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环境，造就更多具有国

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

技人才。截至 2021 年底，广东引聚高层次人才

超 5000 人，带动全省集聚全球科技人才超 6 万

人。

由教育部、欧美同学会和广州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海交会，举办 22 年来，已发展成为规模最

大、开放度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人才与科技信

息交流平台。据统计，海交会累计吸引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高层次人才 5万余人，向国内各

地输送项目 5万多个。

正是通过海交会，张必良坚定了回国创业的

信念，并于 2004 年在广州创办了锐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2022年 1月，张必良带领的研发团队

开发出了新冠病毒 mRNA 疫苗，并拿到广州第

一个、国内第四个新冠病毒 mRNA 疫苗临床批

件，目前已在成都正式启动新冠 mRNA疫苗 I期

临床试验。

“这里吸引人才的政策实在，不务虚。10

多年来，也有其他城市向我抛出橄榄枝，但我

还是决定留在广州，并介绍了很多朋友过来。”

张必良说。

形成人才汇聚引力场

人介绍，企业目前已经研发出多种检测产品，可

提供“核酸 PCR+抗原+抗体”三位一体的新冠

检测产品。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

一 直 是 广 东 省 疫 情 科 研 攻 关 的 重 点 方 向 之

一。广东多点布局研发核酸 检 测 产 品 ，累 计

19 个检测试剂取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数

量居全国首位。

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强是广东区域创

新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近几年，广东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

质，培育一批创新标杆企业；培育一批掌握颠覆

性技术、拥有爆发成长潜质的未来型企业；通过

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推进规上企业建设研发

机构、支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融通创新等，形

成广东企业“千军万马齐创新”的局面。

目前，广东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 6

万家，215家科技型企业入选 2020年度中国创新

能力千强企业，全省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数量均

居全国首位。

科 技 创 新 离 不 开 科 技 金 融 的 强 力 支 撑 。

2018 年以来，广东省科技厅通过设立普惠性科

技信贷后补助专题，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共

引导和支持 17 家银行机构面向 14250 家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投放科技贷款，贷款金额达 535 亿

元。并通过设立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池与银行

分担信贷风险，有效促进银行机构加大了科技信

贷的投入力度。

截至目前，广东全省共建立了 1个省级科技

信贷风险准备金池，联合 14 个地市建立了 16 个

省市联动资金池，省财政累计投入 3.323亿元，带

动地市财政投入 10.48 亿元，共撬动银行机构为

6848 家科技企业提供授信 532.37 亿元。面向

4997 家科技企业实际发放贷款 477.98 亿元，为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和蝶变升级提供

了有力支持。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广东特色广东特色““科技王牌军科技王牌军””加速成形加速成形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疫情之下，如何促进科技和人才项目落

地，推动资本赋能产业创新？4月 15日，“创投无锡”太湖人才金融路演第

112期在无锡市滨湖区“湖湾院所联盟”展厅举办。这是今年以来该市着

力推进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活动之一。

据了解，“创投无锡”是该市搭建的一个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旨在

为技术、项目和资本提供互利，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凝聚创新

力量，促进全市产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加强人才引领，实现金融赋能产

业创新发展。

湖湾院所联盟是无锡市滨湖区委统战部围绕太湖湾科创带发展规划

与目标，依托辖区科研院所聚集、新兴产业丰富的优势，在全省建成的一

个创新联合体，集聚了一大批创新人才，为企业提供更强的智力支撑。

无锡市滨湖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乔俊杰介绍，联盟创建以来，紧贴“美

丽滨湖”“创新滨湖”的发展要求，成立多部门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这一核心要点，探索“企业出题、院所出智、协同破题”的工作

机制，多次组织院所专家团队深入企业，与企业家、技术研发人员面对面

沟通，深入交流，助力企业科研攻关。

同时，积极发挥产学研供需对接信息平台、优质项目路演孵化平台、

政企服务一站式平台等优势作用，促进滨湖优势资源整合共享，助推滨湖

政产学研“墙内开花墙内香”，使更多科研成果在滨湖转化落地。

“创投无锡”连接技术与资本

促更多成果落地转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田俊杰）4 月 14 日，记者从重庆市税

务局获悉，3 月重庆地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 4.9 亿元，共惠及 1.6

万户企业，基本覆盖了全部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有税申报户。

“缓税政策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重庆华磊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建国介绍，去年 10 月到现在，他们已缓缴税费

359万元。

今年 2 月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

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延缓缴纳今年上半年制造业

中小微部分税费。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力军。根据政策，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

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中型

企业可以延缓缴纳各项税费金额的50%，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全部税费。

数据显示，重庆 2021年第 4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规模达

到 32 亿元。其中，缓缴规模较大的行业主要为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今年，这一政策继续延长6个月，累计将达到9个月。相当于国家为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改善企业生产

经营。重庆市南川区水河建材有限公司会计程树琪介绍，去年四季度以来，该

公司作为小型企业，缓缴税费比例为100%，已累计缓缴税费16.3万元。“这样

一下子就盘活了流动资金，16万对我们这种刚起步的企业很重要。”

据悉，为了确保政策在第一时间落地落细，重庆市税务局及时升级征

管信息系统，自动延长纳税人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延缓缴纳的税费，符合

条件的纳税人对已缴纳的相关税费可以申请办理退税，让纳税人方便快

捷获得资金“活水”。

同时，重庆税务部门还成立缓税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宣传辅导，通

过税企互动平台、微信、电话、上门辅导等方式提示提醒，确保延缓缴纳税

费措施和操作流程应知尽知、快享直达，最大限度保障企业利益。

重庆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税收大数据平台，对延缓

缴纳部分税费政策以“标签”形式精准推送至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同时结

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税收宣传月活动，点对点走访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针对性进行政策辅导。密切做好政策落地情况跟踪分析，确保政策精准

落地，助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持续发展。

重庆实施缓缴税费政策

3月份惠及1.6万户企业

四月的山东，气温回暖，小麦进入快速生长

期。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山东多地冬小麦播期

延迟、晚播麦面积较大，弱苗比例大大高于往年，

做好田间管理尤为重要。

为贯彻落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稳定全

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的要求，来自农业科技

战线的专家纷纷走到田间地头，用科技之力稳粮

保收，推动乡村振兴。

4月 18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春耕一

线，科技日报记者发现了当地“田园通”工作队与

当地农民互动的典型故事。

专家出手，破解小麦种
植户的“烦心事”

聊城市东昌府区孙楼村农民修书新有一件

心事迟迟放不下——就在最近，他发现自家麦田

里突然长出了不少米蒿、杂草。

按照经验，他喷了一遍除草剂，期待着好结

果。没想到三四天后，小麦却出现了叶片发黄的

情况。

这急坏了修书新。他种了几十年小麦，这种

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情急之下，他拨打了当地

政府的农业热线。电话的那头，是该区农业农村

局“田园通”技术专家姜新。

修书新的牵挂，让专家非常重视。后者第一

时间来到了修书新的小麦田。

“抓紧给小麦叶面喷施芸苔素内酯，并配合

施用氨基酸叶面肥，对叶片进行修复；待此次降

温过后，结合小麦追肥，尽快对小麦进行灌溉，促

进小麦快速生长。”

对修书新一番叮嘱之后，姜新还事无巨细地

讲解了除草剂的使用要点：“使用除草剂时一定

要保证小麦长出了三叶一心，苗长够 5 厘米，气

温 10 摄氏度以上，地温 6 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

保证除草剂的药效，同时避免药害。”

姜新讲得仔细，修书新记得认真，并将专家

意见一一落地。

隔了不到一个月，姜新带着“田园通”的同事

们再次来到修书新家的小麦田。

“你这块麦田基本恢复了，虽然看起来苗稀，

春发次生檗少（无效檗），但不影响产量。”姜新的

一席话，让修书新吃了一颗“定心丸”。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科人员“将论文写到田

间地头”。去年年底，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结

合社会需求和农技人员的专业知识特点，成立

了以高级农艺师姜新为首的“田园通”工作室。

谈到“田园通”，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杜

广平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我们这个工作室刚

刚成立就吸引了 59 名经验丰富的农技人员加

入，已设立工作点 13 个，采用定点、定期的服务

方式，每周一到两次，开展农作物种植、畜禽养

殖、水产养殖与工程、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技

术、农村电商等技术上门服务。”

亩产超千斤，精细化技
术方案是关键

对农业大区东昌府来说，成立“田园通”是非

常必要的。

据了解，东昌府区是山东省聊城市委市政府

所在地，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典型的农业

大区。按照“十四五”规划，该区在实施稳粮保供

行动的基础上，将加快瓜菜菌、林果等传统优势

产业提质升级，而农业科技服务下乡活动常态化

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

“羊肚菌比较娇气，管理不好产量就上不

去。这两年我们都是摸索着管理，产量不稳

定。”说这话的是于庄村农民于法宪。在当地

村民心目中，他是种植食用菌的“老把式”，但

近年来平菇栽培收益下降，这促使于法宪下决

心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新品种，并建设了羊肚

菌大棚。

不过，羊肚菌与平菇种植不一样，“跨界”进

入陌生领域，让于法宪有些手足无措。

正在他为技术一筹莫展时，“田园通”技术专

家彭杰主动上门，为他送来了技术服务。在专家

指导下，于法宪逐步掌握了种植技术，对羊肚菌

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严格把控温度和湿度，为

羊肚菌生长提供最适宜的环境。此后，他先后在

堂邑镇种植了 30亩羊肚菌并带动周边种植户种

植 300余亩。

于法宪说：“今年亩产量能达到 1500 斤，每

亩效益可以达到七八万块钱，这个羊肚菌栽培非

常省工，采摘两次就可以。有了专家支持，我们

发展羊肚菌栽培更有信心了。”

为实现服务精准化，“田园通”工作室依托驻

点、针对产业发展开展服务，驻点专业服务人

员负责农村产业服务中问题的发现、收集、总

结和整理，对于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不

能当场解决的，收集整理后上报领导团队共同研

究解决。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田园通”工作室共

下乡、基地服务指导 90余次，参加指导技术人员

300 余人次，指导镇街、基地小麦、黄花菜、羊肚

菌、西红柿等作物品种一万余亩。

春耕关键期，这里的田间地头成了“课堂”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张亮 刘健 记者江耘）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4 月 21 日举办的“青创未来·智汇港城”2022 国际青年英才产智云对接活

动上，共有 8 个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签约落户，涉及新材料、生命健康等当

地产业发展重点领域。

自 2020 年起，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宁波北仑已连续 3 年举办“国际青

年英才产智对接活动”。活动已形成品牌效应，聚焦区内企业发展遇到的

技术难点，发掘海内外优质人才、技术及项目资源，助力产业与人才智力

实现精准高效对接，迄今已吸引 63个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签约落户。

在会上，北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张盛杰正式

启动 2022“强港强区引才工程”，工程设有资本引才团队、双创团队、双创

人才三大类别。基于该工程，北仑区将从项目扶持、企业扶持、引才扶持

和人才扶持四方面，助力人才和企业发展壮大。

活动期间，来自宁波贝昂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支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本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的青年英才项目在线上开展路

演，与东元创投、宁波天使投资、见识投资、元生创投等 4家投资机构进行

深入交流。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处长于海洋在视频致辞中表

示，未来，中心将继续积极遴选和匹配更多优秀的青年英才与北仑开展多

种形式的合作，助力北仑挖掘更多国际优秀人才、技术和项目资源，打造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新样板。

宁波“产智对接”释放品牌效应

3年吸引63个项目签约落户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20212021年在广东东莞全面启年在广东东莞全面启
动动。。图为在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拍摄的室温自动探针台图为在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拍摄的室温自动探针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华邓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