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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昆明高新区有高新技术企业227个，各

类创新平台载体 177个。园区生物医药、新材料及先进装

备制造、IT及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227个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除了提供创业担保贷款，重

庆高新区还针对大学生创业开

展了“一条龙”服务。如搭建了

“线上＋线下”一体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场

景；培育市级以上孵化载体 17

个，国家级 6 个，在孵企业近

1000家；在基层打造4个“就创

之家”，提供创业培训及创业导

师服务等。

1000家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单倩澜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金 颖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

和社会事务中心了解到，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

城整合政策、资金、平台等多方资源，将高校毕业

生作为创新型人才来培养，致力打造青年就业创

业全要素聚集的生态圈，让青年就业创业有机

会、有底气。

整合资源 提供创业“一
条龙”服务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黄丹是一名热爱

绘画的专业艺术生，大三便开始创业，但是公

司运营、财政税务等问题让她举步维艰。后

来，在重庆高新区政策的扶持下，她成功申请

到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成立了公司。目

前，通过创业培训她了解了更加系统化和专

业化的创业运营相关知识，公司也慢慢走上

正轨。

“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优秀创业项目，我们开

展了无抵押物、无担保人的创业项目贷款；目前

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703 万元，扶持创业项目

154 个。”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在市级政策基础上，他们

将额度提升至每人 30 万元、每家企业 500 万元，

区级财政全额贴息，还创新了“一次授信三年”

“反担保二次抵押”等模式。

除了提供创业担保贷款，重庆高新区还针

对大学生创业开展了“一条龙”服务。如搭建

了“线上+线下”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一件

事”主题集成服务场景；培育市级以上孵化载

体 17 个，国家级 6 个，在孵企业近 1000 家；在基

层打造 4 个“就创之家”，提供创业培训及创业

导师服务等。

“ 我 们 在 重 庆 市 率 先 组 织 开 展 了 SIYB、

WLC 创业培训师资研修班，开展创业培训 62

期，覆盖 1499 名创业者。”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

和社会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引进了 5

位国家级创业培训师、创业导师，并由其领衔建

设了 5个创业指导工作室；聘任高新区创业导师

36 名，年服务 8000 余人次，指导 4 个项目在“渝

创渝新”大学生创业启航计划中获奖。

对接发掘岗位 拓宽毕
业生就业渠道
“我刚进入社会的时候特别迷茫，偶然得知

西部（重庆）科学城有青年见习的机会，就想着来

试试。那时，我在重庆高新区政务中心劳动就业

部做窗口人员，负责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转接、

转出等。在此期间，我的工作技能和综合素质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曾鑫怡回忆那段经历时说

道，2020年 10月她来到西部（重庆）科学城实习，

现在她不仅仅是重庆高新区残联办事处的一名

工作人员，还成了西部（重庆）科学城官方抖音号

的主播。

据了解，为了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重庆高新区对接有关重点企业、科研机构院所，

发掘和创造适合的岗位，提供行政事业单位招聘

岗位，开发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和公益性岗位，并

且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补助政策和见习转就业

额外补助政策。

“西部（重庆）科学城已通过免申即享系统为

重庆师范大学、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等

260 余家高技术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

康、交通运输物流等重点产业企业和单位发放用

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共计 1400 余万元，惠及企

业员工 2400余人。”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

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以金凤凰人

才港建设为着力点，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服务工作，增强各个创业孵化基地对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引领功能，线上开发人才码

系统等；线下与大创慧谷强强联合，联合培养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校毕业生，联合

开展华为 ICT、大中城市联合招聘等人才引进

活动，为更多青年群体创造优质的全要素聚集

生态圈。

青年就业创业不用愁
西部（重庆）科学城有全要素聚集的生态圈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兰霞 陈芳芸 记者何星辉）日前，在 2022 年第

49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会上，贵州省贵阳高新区一项目成功斩获银奖。

在园区建设过程中，贵阳推动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为高新技术发展强链补

链，解决了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育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超 9 亿吨农业秸秆废弃物，其综合利用率低，焚

烧又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环境污染。贵阳高新区辖区企业贵

州美瑞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贵州师范大学地环学院联手，共同开展了

关于“农业秸秆吸附分离功能复合材料的制备”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该研究成果在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 1000 多项参展发明中脱颖而出，斩获

2022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

高校是人才培育的“摇篮”，而企业则是人才培育的“练兵场”。贵阳

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利用贵阳高新区、贵阳综保区等创新高地产业集聚、

企业众多的优势，与省内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平台合作、本土人才

引育等方面，促成了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截至目前，贵阳高新区、贵阳

综保区已与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省内高校建立了校

地合作机制；高校与园区企业建立起长期、稳定、全面的科技合作关系；贵

阳高新区、贵阳综保区有效促成 20多家企业与高校形成近 40个产学研合

作项目。

贵阳实招促校企合作

助园区强链补链

科技日报讯（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徐逸卿）“跨屏互动，线上签约。”近

日，在江苏无锡高新区举行的“百企百亿”重大科技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10 个项目线上现场成功签约，其余 90 个项目采取“云签约”方式签约，项

目累计投资额达 107.05亿元。

无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吴区委书记崔荣国介绍，这些项目质量

高、体量大、来源广、科技浓度高，极具成长空间，充分体现了无锡高新区

创新招商体制机制的成效，将引领带动高新区现代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有力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无锡高新区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重点，聚焦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不断探索新的招商模式和方法，围绕 12 个特色产业成立 12 个对应

的招商中心，实现产业招商的专业化和精准化；同时以招商“百渠工程”为

抓手，采取产业链招商、渠道招商、合作招商等多种招商方式，持续提升招

商的区域覆盖面、产业延伸度以及项目质量。

无锡高新区顺应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潮流，抢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机遇，以太湖湾科创

城“一号工程”建设为抓手，多措并举引进高素质科技企业、高质量科技项

目，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本次签约的 100 个项目中，投资超 5000 万元的项目 51 个，超亿元的

项目 31 个，超 5 亿元的项目 4 个，超 10 亿元的项目 2 个。而物联网、生物

医药、高端装备等地标产业项目数达 74个，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项目有 15个。

值得一提的是，从项目投资主体来看，超半数项目来源于无锡市外，

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共有 21个项目，投资额达 22.5亿元。

据介绍，百个项目落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出达 200亿元，年均税收达 7

亿元，年均研发投入达 10亿元，年申请专利 1000项，引进人才 5000人，可

带动就业 8000人。

“项目落地后，我们将持续擦亮‘无难事、悉心办’营商品牌，以最有力

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让高新区始终成为最有力的支持者、最可靠的合

作者和最坚定的同行者。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招引方式，拓展项目

渠道，把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带过来、引进来，与高新区一起聚人气、创大

业，为高新区贡献更多‘高新’力量。”崔荣国表示。

无锡高新区签约百个重大项目

超半数来自无锡市外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

进入 2022 年，中机西南实业云南有限公司

总部、云投医疗集团生物股权增资项目、中南高

科昆明智创产业园等纷纷落户春城昆明。

一季度，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

称昆明高新区）已签约 7 个重点项目，签约金额

43.07亿元，完成市外到位资金超 40亿元。

近日，昆明高新区召开 2022 年一季度经济

运行分析暨二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推进会。会议

指出，昆明高新区上下要紧扣“当好排头兵”这一

全市工作主题，锁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工作

目标，千方百计赶时间、抢进度、补差距，回顾一

季度、奋战二季度、决胜“双过半”，以实实在在的

工作成效为昆明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

作出“高新”贡献。

精简审批流程，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全程代办

制度，实行容缺后补和并联审批方式，实现服务

企业“零死角”、企业办事“零跑腿”，坚持高效服

务，助推项目快速落地，是昆明高新区服务招商

项目的“金法则”。

“在解决闻泰科技昆明智能制造产业园用地

需求方面，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划定拟用地范围，

开通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在用地预审、报批、征

收、供应、登记等环节，实行用地时序优先、程序

简化、并联推进，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昆明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毕祖华说。

正因有了这样的服务，除了今年一季度已签

约的 7个项目，昆明高新区精准招商引资在谈项

目 82个。其中，高成熟度项目 25个，在谈总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 9 个。截至 2021 年底，昆明高

新区有高新技术企业 227个，各类创新平台载体

177 个。园区生物医药、新材料及先进装备制

造、IT及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精简流程助项目快速落地

云南省唯一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园区、国家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单位、2021年

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第38位……2021

年，昆明高新区延续“十三五”强劲发展态势，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关键指标趋稳趋优。

但昆明高新区并不止步于此。

锚定推进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创新型特色园区”的目标，在

思想观念方面，昆明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逐步

破冰突围，眼界视野更加宽广。园区各单位立足

实际，积极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大坐标系中对

照先进、寻标对标，推进工作迈向新台阶。

“差距怎么看、发展怎么办、工作怎么干？班

子带头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

进去，以关键少数带动昆明高新区干部队伍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凝聚起园区高质量发展

的磅礴力量。”昆明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张学平说。

真服务，需深入一线。

眼下，在昆明高新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生物学研究所创新疫苗研发及产业化集群一期

工程建设正持续推进。其中，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疫苗（Vero 细胞）扩能项目主体工程 1 号楼原液

车间已于 2021 年底建成，实现“当年立项、当年

开工、当年建成”。

为保障项目用电安全，昆明高新区把办公室

搬到项目建设一线，聚焦重要节点，统筹关键事

项，先后解决了变电站选址落地，电缆通道修建、

塔基落地等关键工程建设问题。昆明高新区规

划建设局成立专班，由专人积极协助云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办理项目规划建设相关

审批手续，仅用 3 天时间就完成了 110 千伏高家

庄变电站电力通道建设征地交付工作。“这样的

服务和速度，难能可贵，确保了项目高效、高质量

一线调研解决实际问题

在昆明高新区，有一项“四用四即”服务。企

业和新上项目均涉及水电气网等生产要素的保

障。近年来，昆明高新区注重配套基础设施的协

同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到用水即接、用

电即装、用气即通、用网即联。“是否能协同配套

服务，也体现着高新区的服务诚意和服务水平。”

昆明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局长袁建华说。

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原则，昆明高新区

精准扶持贝泰妮集团等重点企业，帮助企业找准

方向、理清思路、提前规划，加快提升专业化程

度、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人才团队培养、创新能力

建设，分级、分类、分期构建优质企业培育库，实

现“点对点”精准对接。

线上，昆明高新区用好云南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和“一部手机办事通”，提高“全程网办”比

例，加强服务引导；线下，提高服务效率，精简公

示政府权责清单、服务事项、审批流程，实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实现行

政审批事项自申请到办结全过程不超过 5 个工

作日。昆明高新区优化代办服务、开通绿色通

道，为重点项目组建专业团队提供 24小时服务，

全程跟踪、督办，协调落实项目推进中的各项事

宜。在昆明高新区，一股清风正扑面而来。

紧扣“经济建设主战场、产业增长主力军、科

技创新排头兵”总体定位，围绕建设“面向南亚东

南亚的区域性创新型特色园区”总体目标，从

2022 年 2 月起，昆明高新区开展“当标兵、做表

率”行动。“行动将贯穿全年。昆明高新区主动对

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深层次推进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从 2023年开始，高新

区将常态化推进这项工作。”张学平说。

张学平打了个比方，昆明高新区按照“助跑

加速跳起摸高”原则，面向全国选择可比拼的地

区和标杆项目，分析差距，确定担当履职目标和

创先争优目标并制定措施，力争高新区综合考核

位次前移、单项工作有标杆特色。目前，昆明高

新区 25 个部门均已制定了不少于 5 项担当履职

目标、不少于 3项创先争优目标和实施措施。

聚焦主责主业，昆明高新区落实重点发展

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辅助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及数字经济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

要求，持续做优“高”“新”产业。到“十四五”

末，昆明高新区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4000 亿

元，并将主动承接和支撑“十四五”云南省 5 个

万亿级和 8 个千亿级产业，以及昆明市千亿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

锚定目标推进关键环节改革

这个园区瞄准经济发展这个园区瞄准经济发展““排头兵排头兵””
以更优营商环境激活以更优营商环境激活““高新高新””力量力量

稳步推进。”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办公室主任郭映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问需于企，问计于企。2022 年一季度，昆明

高新区班子成员相继深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生物学研究所、龙津药业、贝泰妮集团、昆药集

团、贵金属集团等园区龙头企业调研，了解企业

需求，明确责任人，解决实际问题，实施按图索

骥、挂图作战。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武汉东湖高新区

（又称光谷）获悉，该区发布了《关于打造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创投十条”），围绕集聚风投创投资本与人才、优化风投创

投行业管理、营造一流风投创投生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将

光谷打造成为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加速创新资源与创投资源融合发

展，为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提供资本保障。

“创投十条”聚焦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环节，加大支持力度，促

进创投资本持续集聚光谷。

创投公司落户奖励高达 2000万元，办公用房补贴最高 500万元；基金

管理公司募资满 2 亿元即可获得募资奖励（多只基金可累计计算），奖励

金额上不封顶；机构投资光谷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奖励 1000万元；基金从

项目退出，按照总收益 5%予以奖励等。

“创投十条”在国内率先提出并购重组奖励，风投创投机构所投资企

业被光谷企业并购的，对机构每年可给予 500万元并购重组奖励。此外，

机构将投资的外地企业引进光谷，也可享受每年 500万元的招商奖励。

为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投十条”首提持股平台奖励，对设立员工

持股平台的重点产业的企业，按照员工持股平台总收益的 10%给予奖励。

“创投十条”将创投引导基金总规模扩大至 100 亿元，2022 年首期出

资 20 亿元，将单只子基金出资上限提高至 1亿元，放宽返投认定标准，增

加让利机制，优先支持对本地投资贡献大的投资机构和深耕细分行业的

专业机构，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引导设立规模超 500 亿元的创投子基

金，覆盖近 5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目前，东湖高新区已集聚私募基金管理人 181 家，占湖北省的 44%，

管理基金净值规模约 1100亿元，占全省近 50%。“十四五”期间，东湖高新

区将全力优化股权投资生态，建设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将光谷打造成

为创投界新名片。

光谷发布“创投十条”

打造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