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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一号文件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近日，南京市发布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引领性国家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在全面推动现有相关政策落地落实基础上，提出了 21

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协同推进理念、制

度、文化、政策等全面创新，加快在重要科技技术领域成为领跑者，

在信息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全力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二是突出创新主体培育。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尤其在创新主体培

育方面，深化打造创新性“链主”企业、壮大科技企业队伍、推动新

型研发机构平台化发展等政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厚植南京创

新发展优势。 

三是突出创新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配置各

类创新资源，注重采取绩效奖励与社会资本联动等多方式扶持科技创

新项目。在新型研发机构考核机制上，更加倾向于将行业服务收入、

资本市场价值等作为依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从顶层设计到制

定创新任务书、路线图全面发力，确保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施性进展。 

安徽省蚌埠市多点发力助推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加大政策扶持。梳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两个

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中“支持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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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共兑现政策资金 8191.892

万元。18个项目获批省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3个项目入围

省“揭榜挂帅”攻关，获省财政资金支持 2750 万元。 

强化主体培育。2021 年，全市入库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达

537 家，较上年增长 82%；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 171家，

较上年增长 38%；全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20 家，创历年新高，有效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514家。 

加大研发投入。2021 年，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 52.4

亿元，位居全省第 5；研发投入强度达 2.52%，位居全省第 5，较上

年提高 0.16个百分点，高于全省研发投入强度 0.24 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研发投入强度 0.12 个百分点。 

加速成果转化。2021 年，全市登记科技成果 506项，其中产业

化成果 387 项，产业化率达 76.5%，成果产业化率位居全省第 1。18

个项目获省科学技术奖公示，总数位居全省第 3。 

宁波市出台“科技惠企政策十条”打好助企强企“组合拳” 

  近日，宁波市科技局、市建设创新型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出

台《宁波市科技惠企政策十条》，针对企业减负降本、稳增长、创新

能力提升、高端人才引进等实际需求，从支持企业加强研发投入、支

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落实技术转让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

创新平台建设、鼓励企业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落实企业引进创新人才

补助政策、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加大企业科技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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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技创新券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 10个方面

提出精准支持举措。 

    “科技惠企政策十条”进一步强化支持企业加强研发投入，落实

企业研发费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如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

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科技惠企政策十条”强化支持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支持企业积

极申报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鼓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支持领军企业牵头创建各级技术创新中心，对列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的按“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建设支持，对新获批列入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的，建设期内市、县两级合计补助经费不低于省级财政补助经费的

2 倍。人才引进方面，“落实企业引进创新人才补助政策”一条分别

从创新创业团队、青年科技人才、海外人才等角度，对企业创新人才

引进工作进行政策支持。如通过宁波申报入选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的，按入选等次，给予 1000 万元、500 万元项目资助，对于未明确

入选等次的创业团队，给予 500万元项目资助。政策还特别提到要加

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入选市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创新研究项

目的，最高给予 50万元的直接资助；入选市青年博士创新研究项目

的，最高给予 20万元的直接资助；入选市外籍青年科技人才项目的，

根据人才协议期内、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前在甬实际工作月数（以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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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记录为准），按 2 万元/月标准给予人才生活津贴，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科技惠企政策十条”还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支持“扶早、扶小”，

加大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科技信贷对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落

实科技创新券支持政策等。 

下一步，宁波市科技局将全面做好科技惠企政策宣传，更大力度

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发挥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支撑引领作用。 

持续释放双创动能 助力甘肃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甘肃省科技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有关精

神，不断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激发大众创新创业活力，

以加速发展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新型创业孵化服务平台为着

力点，以高规格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为突破口，积极营造良好的创

新创业生态环境，双创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为甘肃区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双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活力。推进《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 号)落地落实，

2021年为甘肃省内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实际减免税共计

791.2 万元，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实际减免税共计 86.35万元，通过系

统审核的 2 家大学科技园实际减免税共计 1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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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创科技服务平台规模初现。截至 2021 年底，甘肃省共认定省

级众创空间 145家，其中专业化众创空间 17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32 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1 家；共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47 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共 12家。在 2021年国家级孵化器评价考核中，

兰州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获得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考评优秀（A 类）佳绩。 

  科技金融助力双创贡献突出。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6000

万元收购在孵企业甘肃青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51%股份，助推其项目实

现产业化增质扩容。甘肃银行白银分行为在孵企业成功贷款 1200 万

元，解决企业试生产期间流动资金困难问题。兰州高新创业置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与兰州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等单位设立了首支规模 220

万的“兰州高新区中小企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完成“尚方

堂国医馆”项目 100万的投资，并积极与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接，

联合发起设立 4.5亿的兰州高新生物医药产业基金。 

  促创业带就业作用发挥明显。截至 2020 年度，甘肃省各级各类

孵化器数量约 78个，在孵企业数量约 2516个，带动就业人数约 27628

人（吸纳应届大学生就业约 3096 人），专兼职创业导师约 833 人，

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各类培训约 990次。各级各类众创空间当年服务

的创业团队数量约 5547 个，当年服务的初创企业数量约 4127 个，带

动就业人数约 36026 人（其中吸纳应届大学生就业约 5301人），专

兼职创业导师约 3832 人，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各类培训约 570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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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热情活力持续激发。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甘肃赛区）和第六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甘肃）兰州现场赛等国家

级双创赛事，甘肃省 328 家企业报名参赛，征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159 项，发布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资源环境、现代农业、生物医药、

石油化工等领域技术创新需求 112项，吸引到来自上海、广东、四川、

山东、湖北、福建、浙江、陕西及甘肃本地的 70支挑战团队，提出

针对 70 项技术创新需求的 100 个解决方案，41 支挑战团队洽谈对接

成功并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53 家企业获奖，白银康寓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吡嗪类药物中间体“王国”项目从入围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决赛的 340 家生物医药科技“新星”中脱颖而出，以小组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获得成长组“优秀企业”奖。上述赛事的举办，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积极参与，不仅探索了甘肃省科技助推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的新路径，更成为了吸引众多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的“聚宝盆”

和培育创新企业快速成长的助推器。 

下一步，甘肃省科技厅将以满足科技创新需求和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为导向，围绕推动院企深度融合、培育创新创业集聚区、加强创业

导师团队建设、促进双创平台提质增效、浓厚创新创业良好氛围等探

索创新、持续发力，不断推动甘肃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稳致

远、进而有为，逐步形成多层次科技创新与创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在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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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聚焦“科创三地”建设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海宁市紧紧围绕“科

创三地”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工信部

下属研究机构赛迪顾问发布“2021 科技创新百强县榜单”，海宁市

位居全国第 7 位，全省第一。 

  一是聚焦培育创新主体，打造科创企业繁茂地。推进完善协同创

新体系。出台《海宁市协同创新项目管理办法》，推进 CTO联盟建设。

2021年首批协同创新项目立项 31 项，其中示范项目 7项，选定首批

CTO 联盟成员共计 100 人，并以协组形式开展信息对接交流活动。增

量提质企业主体队伍。推进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与高新技术企业

“回头看”工作。2021 年共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202 家，认定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 188家，完成 412 家高新技术企业三色评价分类工作，10

家企业列入创新示范板块。扩面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亩均效益评

价办法，就研发费占比按行业排名分档记分，梳理全市规上企业无研

发活动、无研发机构机构等“四张清单”，开展对接走访。 

  二是聚力推进载体建设，打造科创平台聚集地。鹃湖“科创湖区”

初具规模。推进建设鹃湖国际科技城，打造全省最优国际化湖区科创

平台。园区已集聚国内外创新创业合作平台 19 个、国际研究中心 10

个、省部级国际合作基地 6个，并连续两年获评优秀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杭海“科创走廊”轮廓显现。发布《杭海城际科创走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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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东部双创孵化中心、中部生态活力中心、西部融杭发展中心”

的“一廊三心多点”格局。目前，海宁市已有嘉兴市级以上孵化器 6

家，2021 年共认定孵化项目 11项。产业“科创载体”愈加成熟。推

动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和策源型高端科创载体建设。2021 年，海宁

市 3 家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共组织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39项，取

得知识产权 411项，目前海宁市已与高校合作建立高端创新载体 8个。 

三是聚能夯实要素保障，打造科创生态新高地。优化科技赋能保

障。加强资金扶持与设备共享。2020年度研发费科技奖补共计

1999.36万元，兑现创新券共计 234万余元，7家科技支行对 409 家

科技成长型企业的贷款额达 58.04亿元，创投合伙企业投资科创项目

6 项，共计 4450 万元，首批科研仪器设备共计 130 余台，总价值达

1.37亿元。实化技术联姻对接。优化“海宁市网上技术交易系统”

功能，2021年平台累计服务企业 3571家次，新增科技成果 6550 项。

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2021 年共组织校企交流对接 100余次。推进

科创路演活动，2021 年共举办路演活动 19场，63项项目落地。强化

高端人才引育。坚持“引育用”结合，念好“人才经”，留住“人才

智”，走好“用才路”。2021年，成立装备智造产教联盟，落地协

同育人项目 2 个，受理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相关许可申请 141 件，申报

省级以上人才计划 149 人，其中获评 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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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以国家级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创新策源地” 

  兰州市自 2010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区)以来，

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线，聚焦提升前

沿基础研究，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

要素集约、人才集聚、政策集成，在高层次人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群、企业科创平台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支撑下，连续两年成为全国 15

个创新策源地城市之一。 

  注重创新主体建设，支撑原始创新 

  近年来，兰州市立足自身优势，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

支持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鼓励和支持各类创新主

体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全市高质量提

供科技供给。目前，兰州市已拥有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 30

所，独立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事业单位 66 家。有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 7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92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9 个、

甘肃省技术创新中心 9 个、甘肃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12个，有以兰

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兰州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兰州交通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代表的国家大学科技园 3个，新型研发机构 13

个。 

  注重重大平台建设，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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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兰州市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兰州大学、中科院兰州

分院、510所等在兰高校院所，积极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

置等重大平台载体在兰州布局建设。持续推进“甘肃省同位素重点实

验室”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组建“多肽科学与多肽药物国家重

点实验室”“干旱气候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国家子午工

程二期兰州空间环境综合观测站”等平台建设。省部共建的“干旱生

境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正式获批，实现近 8年来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0”的突破。 

  注重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近年来，兰州市聚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

领带动作用，坚持在科研、产业、服务、金融等环节相互支撑、联动

合作，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为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不断放大创新的辐射效应，

催生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衍生出了一批令人振奋的科创成果。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兰州地区有 25 项重大科技成果获国家

科学技术奖。先后发展了双叶型人工心脏瓣膜、冻干 ACYW135群脑膜

炎球菌结合疫苗Ⅲ期临床研究及产业化、鸡球虫病活卵囊疫苗产业化

等一批生物医药产品；扶持了 M20 甲醇汽油、高稳定性高活性汽车尾

气催化剂前驱体、中空纤维纳滤膜等新材料项目的产业化；研制了复

合金属陶瓷缸套、500 米级可回收式水下湿气流量计、光催化复合氧

化水处理仪等仪器装置；转化了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高准确度电容薄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12 

膜型真空测量设备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其中，遴选支持的 2 个项目

分别荣获 2018 年国家技术发明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 个项

目荣获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组织的“2018 城轨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1 个项目入选了“中国科学院 2020年度成果转化亮点项目”。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的“400 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

化”和“复杂原料百万吨级乙烯成套技术研发及工业应用”荣获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以上两家单位均被省市列入科技项目

多次支持。 

  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区域人才高地 

  近年来，兰州市坚持高站位、大格局，积极发挥省会城市政策集

聚效应，强化人才资源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

协同发展，努力打造“高水平引进、全方位支持”的人才高地。实施

30 万大学生留兰就业创业计划，连续 8 年设立“兰州市人才创新创

业专项”，举办了四届兰州市“活力金城”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组织

开展了兰州市重点人才项目重大技术攻关专项“揭榜挂帅”等活动。

2021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甘肃省 4 名科

学家新入选。其中，兰州大学黄建平教授、周又和教授新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李得天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冯起研究员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目

前，在兰两院院士达到 17 人（不含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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