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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用硬核科技阻击疫

情。众多科技型企业在辅

助疫情研判、创新诊疗模

式、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

发挥支撑作用，不但在多

领域拓展了技术应用场

景，更在防疫抗疫中实现

了科技型企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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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徐逸卿

在在““金凤凰金凤凰””人才政人才政

策的带动下策的带动下，，20212021年年，，西西

部部（（重庆重庆））科学城引进市科学城引进市

外人才超过外人才超过 60006000 人人，，人人

才资源总量较才资源总量较20202020年增年增

加加3939%%。。

39%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杨 仑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 讯 员 樊 佳 孔仕强

高新区“人才经”②

近日，《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技能人才国际合

作先导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方案》

提出，到2030年，力争培养出一支具有全球化视野、

掌握国际一流技术标准、比肩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高技能人才海外交流合作平台，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

代农业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只是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打造聚才洼

地和用才高地的举措之一。近年来，西部（重庆）

科学城大胆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布局人

才发展平台载体，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加快

建设“人才特区”。

“‘金凤凰’人才政策极大地吸引了高层次人

才团队落户科学城。这将有助于形成产业与人

才同频共振、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首批次纳入

“金凤凰”人才库的博士后张建生说。目前，他就

职于重庆杰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向社会

发布“金凤凰”政策，针对人才、创新、产业、金融

四大领域推出系列政策。其中，“金凤凰”人才政

策从加强人才载体建设、支持人才创新实践、优

化人才发展环境三个方面致力营造“近悦远来”

人才生态，形成 10 条、26 项“干货”人才支持举

措，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关键环节，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保障支持，支持力度在中西部地区处于领

先水平。在“金凤凰”人才政策的带动下，2021

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引进市外人才超过 6000

人，人才资源总量较 2020年增加 39%。

高校、科研院所是科技人才的汇集地。西部

（重庆）科学城汇集了重庆大学等高校28所、国家

重点实验室7个，拥有得天独厚的科研创新优势。

如何吸引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创新创业？

西部（重庆）科学城印发了《高校、科研院所

等市级及以上财政拨款事业单位“金凤凰”人才

认定标准（试行）》，激励科研人员走出“校门”“院

门”，留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创新创业。同时，西

部（重庆）科学城研究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吸引大

学毕业生到西部（重庆）科学城就业创业，实现高

校学生“出了大学城、留在科学城”。

全面构建政策创新体系

“在办理高级职称认定的过程中，西部（重

庆）科学城了解到我符合‘金凤凰’领军人才标

准，主动吸纳我入库；同时指导公司申报博士

后 工 作 站 ，仅 用 两 天 就 完 成 了 市 、区 两 级 审

批。”清安储能技术（重庆）有限公司 CEO 李德

胜惊叹道。

目前，“金凤凰”人才政策在全国率先试点

人才认定“免评入库”、政策兑现“免申即享”机

制，已兑现人才政策资金超 5000 万元。同时，

西部（重庆）科学城在重庆市率先开展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基层试点服务窗口改革，实现外

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一站式”签发，

进一步优化外籍人才出入境管理服务，印发工

作许可证 21 张。

同时，在重庆大学、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等高

校院所，西部（重庆）科学城积极开展科研人员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鼓励

高校、科研院所将转化职务科技成果所获收益的

95%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已通过

的权益让渡金额超 5700万元。西部（重庆）科学

城聚焦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发布“揭榜挂帅”项目

榜单项目 10项、总金额约 6000万元。

高位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西部（重庆）科学城凤栖湖畔，金凤实验室即

将投用。目前，金凤实验室已完成首批科研团队

专家评估，共筛选了 13 个科研团队，其中 8 个团

队由国家级科技人才担任带头人。其中，中国科

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

任卞修武团队将率先入驻金凤实验室，在这里开

展先进病理研究，重点打造疾病生物样本库、病

理大数据与智慧病理研发中心、重大疾病整合诊

断中心、免疫基础与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平台等。

“金凤实验室以打造重庆实验室‘新样板’为

目标，聚焦生命健康领域，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

基础研究，是重庆推动科技创新的‘硬核力量’，

也是西部（重庆）科学城布局的众多高端研发平

台之一。”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研平台既是科技创新的强力引擎，也是引

进人才的强大磁场。启动建设两年来，西部（重

庆）科学城瞄准智能产业、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

重点领域，紧锣密鼓地搭建各类平台。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已拥有西永微电

园、国家质检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检验

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等多个产业载体，获批

重庆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落地超瞬态实

验装置、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中国自然人群生

物资源库、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等一批大装

置、大平台、大院所；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增至

312 个，科技型企业达到 1203 家，各类孵化载体

总建筑面积达 11.5万平方米，逐步打造吸引人才

落地的“梧桐林”。

加速布局科技创新平台

支持举措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支持举措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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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将打造‘人才特区’示范点 2

个，在金凤实验室试点‘举荐制’‘双聘制’，进

一步激发人才干事创新活力。”西部（重庆）科

学城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过“专职+双

聘”的引才方式，金凤实验室已与 40 余个科研

团队达成初步入驻意向，其中院士团队 9 个，基

本形成以两院院士领衔、青年科学家为主的科

研人才队伍。

疫情之下，如何有效阻断“物传人”感染风险、提高物流周转效率、减

轻企业经营负担？近日，无锡高新区运用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装备，建

成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空运进口货物集中消杀仓。

无锡高新区企业供应链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些中小微企业缺乏对空

运进口货物的消杀和检测条件。无锡高新区突出问题导向，加速规划建

设空运进口货物集中消杀仓。

该消杀仓占地面积约为 3500平方米，内部分为卸货区、核酸采样区、

消杀区、检测结果待出区、阳性物品处置区等各作业区和其他非作业区，

货物在各作业区内部单向流动。

针对防控防疫货物消杀需要，在消杀区内设置的两条全自动隧道式

雾化消杀流水线，可将整托盘货物自动送至机器人拆垛区，由机械手抓取

至隧道式消杀滚筒线上，各环节通过传感器自动识别判断，货物消杀完成

后再由升降机送至地面，并自动移至待取区域。

这套汇集集成感知技术、视觉识别等先进技术的消杀系统，适用于疫

情下多种规格箱型，能自动识别不同箱型、完成隧道雾化消杀，通过扫码

精准管控和追溯每一箱的消杀记录，有效避免了人为接触进口物件而被

感染，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进口物资消杀难题。

测试显示，该消杀仓能自动完成物件外包装各表面的全面消毒。其

中，核酸样本可通过绿色通道直送检验实验室，在最短时间内为货物提供

核酸检测结果。同时，物件核酸采样过程和消杀过程由疾控部门进行全

程指导和监督，确保采样精准和消杀效果。

目前，无锡高新区空运进口货物集中消杀仓还专门开发了“新吴区空

运货物集中消杀”小程序，为货主单位提供线上入仓预约渠道。所有货物

在完成消杀，并取得核酸阴性证明后，即可出仓。

“货主单位可以选择自提、也可选择由消杀仓运营方进行配送，出仓

证明及各项证明文件也会随货物送到货主手中，整个流程将控制在 24小

时内，让物资进得来又出得去。”无锡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让物资进得来出得去

无锡高新区解决企业消杀难题

运输车辆穿梭忙碌，大型塔吊挥舞巨臂，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

备隆隆作响，施工人员紧张有序施工……连日来，在吉林长春新区金赛药

业国际医药产业园、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长春空港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现场，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长春新区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按下加

速键。

在位于长春高新区的金赛药业国际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

人员正抢抓春夏施工黄金期。该项目是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主要建设生长激素生产基地、抗体生产基地等，生产重组人生长激

素等产品。当前，该项目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水电及内部装修

工程。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林伟介绍，目前有 260

余名工人入场施工，他们将陆续增加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5月中下旬将

达到 800人同步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据介绍，金赛药业国际医

药产业园项目预计 2024年 6月投产运营。该项目对该公司保持生长激素

国内及国际技术地位、加快后续新产品的上市、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均具

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光电信息产业一直是长春新区重点打造的主导产业之一，经过多年

积累，长春新区在激光、光学成像、智能制造等领域集聚了一大批具备比

较优势的优质企业，总体呈现基础好、前景广、潜力大的发展趋势。这些

企业是吉林省的“排头兵、领头羊、先行者”。

位于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的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项目现场紧

张忙碌，施工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项目实体工程已于 4 月 28

日复工，目前 170 余名作业人员在现场施工，主要进行混凝土浇筑、钢

筋绑扎、支模、拆模、现场清理等工作。到 5 月中旬，项目作业人员将达

到 400 人。”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表示。据介绍，长春智能

光谷产业园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容纳 120 户研发型企业落户，将在推动

产学研结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为留住光电信息

产业人才方面形成群体优势，产生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为打造

“长春光谷”聚能蓄力。

走进位于长春新区空港经济开发区的长春空港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建设者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内精装修作业。“项目

主体钢结构、ALC 墙板及砌筑、幕墙玻璃安装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墙体

抹灰、玻璃开启扇安装及机电安装施工，已全面进入到室内精装修施工阶

段。”长春空港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 4月 28 日正式复工

以来，已有 100 余名施工人员返岗复工，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在施工

高峰期，现场施工人员将达到 600 人左右，全力以赴实现今年 12 月 30 日

竣工交付节点目标。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展示长春新区空港经济开发区

文化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区域融合文化交流和提高群众文

化素养，为长春新区建设“文旅之区”提供有力支撑。

大项目集中开工复工，启动的是强引擎。“我们将紧盯目标落实计划，

健全重大项目管理推进工作机制，按照‘五化’工作法，深入实施‘挂图作

战+五张清单+一项一档’项目精细化管理模式，完善‘清单+台账+考核’

闭环管理，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长春新区发改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春新区还将严格落实复工复产相关政策，全力精准打通堵点、对接

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加快推动各个重点项目建设步伐，抢出进度。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

长春新区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合肥高新区采访时了

解到众多科技型企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挺身而

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不断贡献出自己的硬

核力量。

生物科技打造抗疫利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直致力于抗病毒药物

研发的安徽贝克制药研究团队紧盯科技前沿。

从 2020 年开始，该团队就把首仿研发口服新冠

治疗药物莫那匹拉韦作为发力方向。

“莫那匹拉韦是一个广谱抗病毒药物，可以

通过干扰病毒在人体内的繁殖途径，破坏病毒结

构，有效杀灭新冠病毒，包括奥密克戎病毒。”贝

克制药技术总监柏俊告诉记者，他们团队对该药

物的分子式、成药活性物的晶型等进行了大量研

究，突破了小分子合成技术、基因毒性控制等难

题。

2021年 5月，贝克制药完成了中试生产研究

和三批验证批次的生产研究，并生产出了各项指

标都合格的原料药。随后，该公司进行了制剂的

处方研究和小试的工艺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

莫那匹拉韦胶囊剂型的开发。

“6 月，我们将在安徽省内三甲医院开展该

药物的临床试验，预计 9月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

注册申请。该药物有望在年内供应国内市场。”

柏俊说。

到目前为止，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飞龙科马）研发生产的重组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已为全球超 1 亿人提供了保

护。针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智飞龙科马的研

发团队正在研发的第二代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已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二代疫苗的开发主要是针对目前流行的德

尔塔和奥密克戎两个变异株进行分子设计。目

前，我们已完成了细胞库的构建，生产工艺是成

熟的，预计在 7月申报临床试验。”智飞龙科马研

发总监吴常伟告诉记者。

在合肥高新区，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被动员

起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奋力拼搏；直接投入使

用的抗疫产品和服务，涵盖新冠疫苗、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病毒消杀等，用硬核科技不断推出防

治新冠的利器。而合肥高新区“雪中送炭”“雨中

打伞”的贴心服务，恰是这些抗疫利器能够顺利

获批不可或缺的有力保障。

科技筑牢常态化防控屏障

“别看‘防疫电子哨兵’个头小，功能却不少，

它可同步进行测温、健康码核验、行程码核验、身

份验证、核酸信息核验等操作。这套智慧通行系

统能自动判断码色，使得通行效率大大提高。”安

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尼秀明告

诉记者，相对于人工核验，他们研发的“防疫电子

哨兵”能自动纠察虚假二维码，并识别健康码是

否为截图或过期；自动识别被核查人安康码与身

份信息不匹配，或者行程码与安康码不匹配等，

可为后期流调提供精准的大数据支持。

目前，第一批 10 多套“防疫电子哨兵”已部

署在合肥南站，第二批近百套设备正在合肥各高

速道口、机场、农贸市场等场所安装、部署。

在合肥高新区，众多从事智能产品研发的企

业针对特定场景不断研发防疫产品，涵盖社区管

理、常态化疫情防控等方面。

“小天使，我发烧了。”“你有咳嗽症状吗？”

“有一点。”“正在服用什么药物？”在安徽阿拉丁

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产品经理彭治安正在与

一个通体白色、戴着头盔的机器人进行模拟场景

对话，这台名叫“小天使”的机器人其实是健康咨

询自主导诊接待机器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常

被应用于医院接诊处，可以避免人员交叉接触。

“‘小天使’装载阿拉丁 AI全科医生引擎，具

备包含新冠肺炎、流感、艾滋病等多种传染性疾

病在内的 10000种以上疾病的问诊能力、5000多

种疾病诊断方案和 1000 万种生活健康咨询能

力。”彭治安说。

天气越来越热，“大白”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进行核酸采样非常辛苦。合肥杜威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移动式核酸采样小屋”，

既能保障“大白”们的安全，又减轻了群众的压

力。“这个小屋利用微正压控制系统，让密闭的小

屋内部始终能形成一个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的

正压环境，可以有效防止屋外被污染的空气向屋

内流动。小屋里还配备了一台空调和新风系统，

既让屋内空气保持新鲜、舒适，又能有效过滤外

界污染的空气，保证采样人员安全。”该公司董事

长陈剑云说。

“技防+人防”的双重防控智能门磁让“隔离

不隔心”，大大提升了基层疫情防控的工作效率；

太赫兹安检测温一体机让安检速度提升 10 倍；

“智医助理”家庭医生随访系统不用半天就能完

成 5000个随访电话……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5G 等信息技术，合

肥高新区用硬核科技阻击疫情。众多科技型企

业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疗模式、提升服务效

率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不但在多领域拓展了技

术应用场景，更在防疫抗疫中实现了科技型企业

的价值。

合肥高新区：铸造疫情防控的“科技盾牌”

受发展阶段和发展基础的限制，基础配套吸

附力不足一直是制约西部（重庆）科学城集聚人

才的关键问题。

近两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在住房保障、子

女教育、政务服务、交流平台等方面也下足了功

夫。西部（重庆）科学城现已建成人才公寓项目

2 个 1168 套，在建人才公寓项目 4 个 1101 套，同

步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的国际人才

智慧社区，大力推动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巴蜀科

学城中学、川外科学城中学在这里建成投用，重

庆大学附属医院科学城园区等优质教育卫生资

源加速集聚。

西部（重庆）科学城设立专家服务基地，落实

人才服务窗口 4 个，开辟高层次人才税收服务

“绿色通道”，实施外国人来华许可、居留许可“一

站式”签发，提供子女入学、职称评审、政策咨询

等服务 1000余次，获得各类人才广泛认可；对标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着力减环节、减资

料、减时间、减成本，核心区实现 1372 项政务服

务事项“一站式”服务、1272 项“最多跑一次”、

213项“零材料提交”。

西部（重庆）科学城面向重庆市推出首个“金

凤凰人才码”服务系统，人才可享受档案管理、社

保经办、出入境服务等 80余项服务移动端办理，

并有专人跟进、专人服务，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

有回音。

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学

城将着力打造人才成长的创新平台，完善人才

工作的良性机制，提供人才安居乐业的卓越配

套环境，推动人才总量年均增量超过 2 万人，加

快建成“人才特区”，以“一流人才”建设“一流

科学城”。

持续优化留才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