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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示范区

让我们拥有参与
改变时代的机会

深圳市中心夜景。
深圳市中心夜景
。
2017 年，香港青年郭玮强和同伴两
人，带着开发“智能箱包”产品的创业梦
想，来到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入驻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开始了创业路。
“深圳有非常完善的产业和科技配
套，我们把香港的科研成果拿来，通过整
合这里的产业资源，把概念变成实体产
品，再通过香港推向世界。”郭玮强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先起步
和最成功的城市，深圳已经形成了自身
的独特魅力。40 年的发展，让深圳拥有
了位居中国前列的科技产业实力，同时
以市场化程度高、城市氛围包容、创新活
力显著等特色著称于世。
今年 8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海
外专家学者认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
彰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的决心。
立足深圳，郭玮强开发产品所需的
任何零配件都可以在周边的珠三角城市
群内轻松找到，配套的加工、物流体系更
是一应俱全。除了硬件上的支持，软件
上的支持更让郭玮强的创业如鱼得水。
“在这里，政府给了我们办公室优
惠，企业和个税优惠，核心成员的保障房
等支持。”郭玮强说。
如今，郭玮强参与创办的随身宝科
技公司已拥有 16 名成员，开发出具有防
丢失、充电、智能称重、指纹解锁和 GPRS
及 Wifi 全球定位功能的多款智能箱包
产品，拥有 12 项专利，
市场估值过亿元。
郭玮强只是众多香港青年在深圳实
现梦想的缩影。截至今年 6 月底，深圳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孵化创业团队
388 家，其中香港团队 173 家。
2016 年，深圳前海与香港特区政府
有关部门联合举办推广活动，在咨询公
司工作的香港青年郭泽庭借此机会来前
海考察，偶遇正在这里开发竞技格斗机
器人产品的招俊健，共同的“机甲梦”让
两人一拍而合，郭泽庭正式加入招俊健
的创业团队——
“工匠社”。
如今，郭泽庭除了参与公司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还将公司产品推向更
国际化的平台，落地香港数码港，推广竞
技机器人比赛。
“在深圳做产品创新有很多优势，而
香港更适合把好产品推广到国际市场，
深港合作给了香港青年更多实现梦想的
机会。”
郭泽庭说。
直连国际 212 个大型供应商，
完成跨
境交易 8124 单，间接孵化跨境电商企业
140多家，
实现单月最高交易总额超过3450
万美元，
首轮融资5000万元……这是香港
青年陈升来深圳创业交出的
“成绩单”
。

2015 年，陈升获香港青年协会推荐
入驻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成立了
学学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解决物
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以及进口零食电
商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国际领先水平
的跨境电商垂直搜索系统。
“免费的场地、便利的融资环境、创
业初期给予的支持，让我体会到前海‘依
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12 字定位
的真正含义。”陈升说。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港之间又
一片正在持续推进合作的区域，这片区
域位于深港之间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
——落马洲河套地区，如今已有几十个
重大项目和合作项目落地。
工作在深圳、生活在香港，香港居民
丁克把自己的公司设在了河套 C 区，往
返深港只需 40 分钟，24 小时通关的皇岗
口岸，
给他带来了极大便利。
丁克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三维机器视
觉及机器人应用系统的高科技企业，立
足河套，他依靠的不仅仅是珠三角配套
齐全的产业链，更难得的是同步到位的
各方面资源。
“以深圳为总部研发中心，
佛山、
东莞
等地为组装应用中心，
并依托香港高校资
源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前端研发，
可以充
分真正发挥大湾区产研互补的优势。
”
他说。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深圳被赋予了高质量发展高地、
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
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等战略定位，目标
之一是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
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其中，意见专门提到助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加快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探索协同开发模
式，创新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
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推进
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
享有
“市民待遇”。
“现在是国家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
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让我们拥有
的不单是时代改变带来的机会，更拥有
参与改变时代的机会。”郭玮强说。
陈升表示，意见提到推进在深圳工
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
待遇，这更增强了港人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的信心。
“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在深圳前海。
向北看，我看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优势、国家对香港的特殊照顾；向南
看，我对‘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有更深
刻理解。”陈升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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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努力实现科技成果“一站式”转化

激发科研活力 释放创新动能
一项成果在科学家手里完成
了，得到了科技同行认可，发表了
论文，有高引用率，但这离实际应
用、离对经济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还有相当的距离。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素有“最
后一公里”之称，但是这一公里却
往往最难走，科技成果转化难、转
化率低是一项世界性难题，这个过
程甚至被喻为
“死亡之谷”。
广州市拥有大湾区顶尖的科
研院所，也拥有完备的产业集群。
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让科研院所成
果落地产生价值，让实体企业工艺
水平得以提升，成为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从去年 12 月开始，广州市科
技局就举办了一系列广州高校院
所成果转移转化常态化精准对接
会，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高效转
移转化。同时，广州市科技局也制
定了相关政策，赋予高校、科研院
所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分配权，这对于科研人员参与成果
转让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也在大力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努力实现
科技成果
“一站式”
转化。

搭建交流平台 为科学家
学者提供“走出去”的渠道
广州聚集了全省 80%的高校，专利是
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广州高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13965
件 ，占 广 州 市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总 量 的
27.9%，由此可见高校在广州科技创新中
的作用。
如今的广州高校越来越重视专利的
转化，广东高航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是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的“国家专利运营试
点企业”，据该公司技术转移部经理许佳
锐介绍，广州大学的成果转化工作由于转
化机制缺乏市场灵活性，转化工作一直未
取得重大突破。
2018 年 1 月高航与广州大学达成全
面战略合作，12 月起由高航派驻技术转
移工程师全职驻点广州大学引入市场化
机制，跟进成果转化项目的落地全过程，
为广州大学优秀成果打开市场化的对外
窗口，2019 年至今转化效果取得突破性
飞跃，2019 年 1-5 月转化金额已达 2018
年全年的 110%。
高校成果转化需要解决“信息不对
称”
“资本对接难”
“科技成果定价难”等问
题，不仅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建
立一个大平台，来实现科技成果和产业需
求的碰撞。
今年 5 月，一场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
化常态化精准对接会在广州大学举行。
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韩冬雪对“分
析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成果”
进行了路演，
她
表示这场对接会给埋头做科研的学者提供
了
“向外看”
的窗口和
“走出去”
的渠道。
广州市科技局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
在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医科大
学、广州大学等科研院所举办广州高校
院所成果转移转化常态化精准对接会。
对接会筛选出一批优质的科技成果，与
企业方、资金方对接，推动科技成果的落
地转化。
广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刘泉宝表示，一
系列精准对接活动，将探索一批可复制、

成果转化数据库，汇集科技成果 11670
项，为全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支撑。
目前全市已设立 18 家技术合同服务点，
为技术买卖双方提供专业化技术交易合
同服务。2018 年广州地区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数 12158 项，同比增长 83.88%，成交
额 719.38 亿元，同比增长 101.22%，达到
翻倍增长；其中技术交易额 690.28 亿元，
同比增长 96.82%，近年来首次居全省第
一。技术合同登记份数、成交额、技术交
易额均居广东省首位。
今年以来，广州市科技局已经组织了
若干期技术经理人培训班。来自广州各
高校、科研院所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
员在这里学习挖掘企业技术需求的方法、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务等知识内容。
广州鼓励企业主动承接高校、科研机
小朋友体验 VR 科技。 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对在穗
企业引进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并在
广州市实现转化的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带动、完善科技成
广州也正在择优选择一批高校、科
果转移转化制度设计，努力打通从技术到
研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机构
市场的
“最后一公里”。
促进科研成果和研发能力向社会
送“利好政策” 激发高校 建设，
转移，市财政科技经费连续三年每年给
科研院所活力
予 50 万元经费支持。同时广州目前设
立了总规模 50 亿元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
除对接会这个平台以外，广州校企良
性互动的新局面已经形成。数据显示， 基金。
2009 年高校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仅为
“负面清单”管理 给新型
169 件，而 2018 年的数据是 672 件，和广
研发机构更大自主权
州高校合作的对象中，89.7%都是企业。
2015 年底落户在中新广州知识城的
近年来，广州科技局围绕 IAB、NEM
等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支持企业牵 “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是中国与新加坡
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人才交流等方面的重
头，联合高校院所、中介机构等组建产学
要平台，华南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
研技术创新联盟。全市成立产学研技术
创新联盟达 166 家，成员单位超过 2100 大学是研究院的主要建设主体。
2006 年，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院长
家，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建筑等领域， 余龙在世界上首次成功研制并产业化全
淀粉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材料。近几
开展重大技术攻关超过 500 项，进行成果
产业化 400 多项，
产生销售收入 300 亿元， 年，中国的快递业发展迅猛，余龙利用其
独创的“全淀粉可生物降解塑料”生产工
争取国家、省、市研发立项 191 个、获得科
艺，和自主研发的反应型挤出加工体系，
技奖励 114 项，牵头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
制造出全淀粉、可降解的环保缓冲包装
312 项，
有力促进了全市产业创新发展。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2012 材料，同时对传统发泡装备进行小型化
和智能化设计，极大地降低了运输和贮
年至今，仅华南理工大学就与相关企业共
存成本。目前研究院已与阿里巴巴集团
建联合实验室 105 个，其中有近 70 个是
旗下物流公司、必胜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联合广州企业共建，非常典型的便是与唯
签订合作协议。
品会共建智能电商联合实验室，在商品视
余龙说，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的一个
觉表征学习、商品趋势预测、时尚概念发
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引进国外高校和科
现等领域开展合作。
研单位应用型技术模式。
“ 研究院正在寻
在促进科研院所成果转化上，广州
找新模式，使得国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
先后出台了《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新技术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经济利益，同时
实施办法》
《广州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改革实施办法》 提高中国高新企业的科技水平。第一是
等科技创新“1+9”系列政策，赋予高校、 要打造孵化平台，共同孵化项目；第二是
要通过成果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建立互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利模式。”余龙表示。
分配权。
新型研发机构贴近市场和产业，是开
在现行政策中，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展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
收益奖励已有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广东省
体。9 月 17 日，科技部网站公布《关于促
规定用于奖励科研人员的比例分别是不
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低于 50%和 60%。而广州市政策是不低
指出要通过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科技
于 70% ，有 些 高 校 科 研 机 构 已 放 开 到
成果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
90%以上。
这让科技人员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发展深度融合。
广州在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上成绩初
比如在 2018 年，华南理工大学的脑机协
显，被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
同技术相关专利成果作价 3676 万元，落
50 家，增量与总量均居全省第一。依托
地广州产业化，转让所得的 85%奖励就给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
了研发团队。
超 过 200 个 、孵 化 企 业 超 过 600 家 ，
塑造服务体系 为打通 台
2019 年上半年成果转化及技术服务收入
“最后一公里”提供全链条保障 超 55 亿元。
为了让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更大的作
2018 年，广州市科技局发布《广州市
用，广州今年发布了《广州市合作共建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型研发机构经费使用“负面清单”
》，以“负
（2018－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基本
面清单”管理促放权，合作共建新型研发
建成市场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全市技术
机构，只要不违反禁止条件，就有依照实
合同成交额力争达到 500 亿元；实现市级
际情况使用财政资金的自主权。这也赋
以上技术转移机构数量增长 50%，专业化
予了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充分释放创
技术转移人才达到 500 名以上。
新活力。
据广州日报
广州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建立了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