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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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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创业天府”路演的项目团队欢庆
获得千万投资。

Chengdu
Development

京东方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在成都工厂量产。

西南交通大学研发出全球首个真空管
道高温超导磁悬浮车试验平台。

产业聚集成都科学城。

A
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破1000亿元
“成都经验”受国办通报表扬

在此次获得国务院办公厅“点赞”的探
索中，“成都经验”以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改革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进行了先行
先试的尝试。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在
全国率先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
制改革，这场改革也被誉为西南交大的“小
岗村试验”。此外，成都还出台了系列政策
措施，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改
革，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通道。

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都还用数据
说话。在今年1-9月成都市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运行情况中，成都市技术转移持续活
跃。1-9月，成都市技术合同成交1039.43
亿元，是上年同期的1.54倍；输出、吸纳技术
分别成交731.35亿元和308.08亿元，同比
增长56.7%和48.4%，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
化能力加快提升；企业输出、吸纳技术成交
额分别占全市的97.2%和93.8%，技术市场
主体地位更趋稳固；技术服务类合同成交额
分别占输出、吸纳的86.2%和66.0%，科技服
务业逐步发展壮大。

技术合同成交额成倍增长的背后，是成
都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举措。“企业
是创新主体，却往往面临技术攻关难题。高
校是成果‘富矿’，却往往面临无法走向市场
的难题。如何推动高校和企业精准对接，今
年成都市启动了‘菁蓉汇·校企双进’系列活
动。”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成
都已全市累计开展“企业家进校园”“科学家
进园区”等“校企双进”系列活动280场次，促
进合作项目288项，实现签约金额4.5亿元，
高校院所创新资源向产业功能区加快聚集。

“从高校院所看，输出技术前十强合计
成交16.49亿元，占全市输出技术总额2.3%，
占高校院所输出技术总额92.5%。”市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1-9月输出技术合同成交
额高校院所前十中，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和西南交通大学都是“菁蓉汇·校企双进”活
动落地的高校，“菁蓉汇·校企双进”活动推动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可见一斑。

B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同比增长12.2%

液晶显示板成倍增长

今年5月，华为公司与京东方科技集团

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进一步扩大合
作领域、深化产业协同，助力成都打造网络
通信和新型显示产业全球重要基地，加快发
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1-9月，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完成营业收入
7012.55亿元，同比增长12.2%，高出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3.8个百分点；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高出规模以上工业3.3个百分点。

此外，从区域分布看，中心城区高新技
术产业营业收入 6391.52 亿元，同比增长
11.9%，其中高新区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达
53.4%，产业带动作用凸显。

收获“12.2%”这个增长的背后，是成都
加快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是增强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生动
实践。

“作为一家企业，要做技术的话，就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启英泰伦副总裁夏日常说，
启英泰伦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智能语音识
别专用芯片，获得了由市科技局提供的200

万元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资金支持，让产品研
发有了资金，并推出了全球首款人工智能语
音识别芯片CI1006，并于2017年1月实现
量产。

当前，成都通过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
育计划，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成都创造”领军企业的递进式培育路
径，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当好企业服务的“店
小二”，推动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的同
时，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
提升。今年1-9月，成都市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3042.9亿元，同比增长
13.8%，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43.4%；涡轮
发动机、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等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1.3%、37.1%和200%。

C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较上年同期增加1287家

3家企业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7月22日，伴随开市锣声的响起，首批
25只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科创板正式开市。面临资本市场这一重
大机遇，成都科技企业也将把握机会，冲刺
科创板上市。截至9月底，成都先导药物、
苑东生物、秦川物联等3家科技型企业科创
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企业是创新主体，截至9月底，全市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218家，较上年同
期增加1287家，其中中心城区占93.5%，高
新区占45.9%；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8.6万
户，新增注册资本 11263.5 亿元，增长
11.2%；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834家，
有效高新技术企业维持3113家。

从金融破题，构建科技金融体系，赋能
科技创新。截至9月底，全市组建天使投资
基金13支、总规模14.06亿元，累计投资项
目101个、投资金额6.76亿元；科技债权融
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规模增至53亿，共帮助
669家科技型企业获得“科创贷”14.32亿
元。推进实施“交子之星”经济证券化倍增
行动计划，新增A股上市公司6家，数量位
居中西部第一。颐泰智能、倍施特2家科技
型企业新三板挂牌，先导药物、苑东生物、秦
川物联等3家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申请
获受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秦怡

为成都产业功能区实现科技赋能

成都“校企双进”
本月走进清华大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晨 秦

怡）如何推动高校和企业精准对
接，成都市开展的“菁蓉汇·校企双
进”系列活动作出了生动诠释。近
日，记者从成都市科技局获悉，12
月6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清华
大学主办的“成都-清华大学市校
合作专场活动”将在清华大学举
行，让企业接触川外高校，为成都
挖掘聚集更多创新资源。

据了解，在本场活动中，包括
了“校企双进·企业家进校园”清
华大学专场活动、产业功能区创
新资源招引专场活动和2019“蓉
漂”人才荟校园行清华大学专场
活动等，活动不仅将助力科技成
果对接，还将在百年清华园里体
验创新成都。

围绕清华大学优势学科资源
和成都“5+5+1”现代产业体系，

“菁蓉汇·校企双进·企业家进校
园”清华大学专场活动将组织成
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领域企业家，走进清华大学。在
这个一流学府中，企业家们将走
进微波与数字通信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
点实验室、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
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一
线阵地”，与科研团队面对面交
流，为清华的科技成果挖掘市场
潜力，也为成都产业功能区实现
科技赋能。

除电子信息领域，在先进制
造、节能环保领域，许多让人耳目
一新的成果，也将亮相此次活
动。如“动力锂电池快速剥离及
锂钴短程资源回收技术”可将水
溶性离子液体引入到废锂离子电
池预处理过程，将拆解得到阴极
部分置于加热的离子液体中，不
必破碎废锂离子电池（尤其针对
动力锂离子电池），减少手工拆解
剥离、破碎超声分离或者破碎
NMP分离等处理环节，实现了铝
箔和正负极材料高效分离；“化学
链制氢技术及应用”以生物质废
物热解后产生的热解气作为原
料，借助于载氧体中晶格氧的循
环得失作用，将低品位生物质废
物转化为高品位清洁能源，制备
高纯氢气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内
分离，达到热化联产的效果，既实
现了生物质废物的高效处理，又
产生了清洁能源。

在此次专场活动中，还有更
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领域前沿科技成果，将集中通过
成果手册、科技成果超市等线上、
线下形式在现场亮相，和与会企
业家“亲密接触”。

针对成都产业功能区需求与
清华大学创新资源优势，现场还
将开展产业功能区创新资源招引
专场活动，集中展示成都相关产
业功能区落户政策、园区布局规
划、配套服务、创新生态链和产业
生态圈资源等，展示成都营商环
境优势。产业功能区展示将配备
解说员，帮助与会的科研团队、校
友企业家深入了解成都产业功能
区布局和配套服务，促成对接。
除展示外，活动还将组织专场对
接，重点介绍招商引资政策、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及规划，对相关产
业功能区进行集中推介。

近日，2019 年
1-9月成都市科技
创新驱动发展运行
情况出炉。今年前
三季度，成都市入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4218家，第一批拟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834家，先导药物等
3 家企业科创板上
市申请获受理，新
增 A 股上市企业 6
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 2 家；截至 9 月
底，全市累计开展

“菁蓉汇·校企双
进”系列活动280场
次，促进合作项目
288项，撬动签约金
额 4.5 亿元，“科创
贷”帮助669家科技
型 企 业 获 得 贷 款
14.32 亿元，“探索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改革打通科技与经
济结合通道”成都
经验受到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表扬。

今 年 前 三 季
度，成都市创新驱
动发展运行良好，
主 要 指 标 好 于 预
期、快于同期。1-9
月，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完成营业收入
7012.55亿元，同比
增长12.2%，高出全
市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3.8个百分点；技术
合同成交 1039.43
亿元，是上年同期
的 1.54 倍；有效发
明专利五年以上维
持率较上年同期提
升4.4个百分点，领
先重庆、武汉、西安
等中西部城市。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国务院办公厅
对国务院第六次大
督查发现的典型经
验做法进行了通报
表扬。在此次通报
中，四川有两项经
验做法“上榜”。“探
索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打通科技与
经济结合通道”正
是其中之一。

前三季度
成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运行良好

技术合同成交额破1000亿元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同比增长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