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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在京召开座谈会，
提出七大工程任务和 26 条措施
典型范例。他指出，示范区建设要强化顶层设计与
系统部署，既要有全局思路，也要体现浙江特色，要
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也要以全球视野谋划成果转
移转化。
冯飞指出，浙江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的建设让全省的科技创新工作找准了方向，也找到
了跑道。在示范区的建设过程中，浙江要努力发挥
自身优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活跃市场主体、完善
创新生态补齐成果转移转化短板。成果转移转化是
第一工程，浙江要努力发挥自身特色，以问题导向引
领创新，构建以人才为本的激励政策，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
移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让全省经济实现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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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怎么建？

本报讯 去年 11 月 24 日，科技部正式批复同意浙
江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提出要把浙
江示范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和面
向全球的技术转移枢纽。如何快速有效地推进示范
区建设？1 月 8 日，浙江省政府在北京召开《浙江省建
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座谈会，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浙江省
副省长冯飞，科技部创新发展司、浙江省科技厅有关
负责人，以及全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 10 多名专家
参加会议。
“示范区的建设是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
的具体抓手。”李萌表示，做好示范区的谋划与建设
工作，将为全国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提供新模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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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结构效益持续向好，
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
会上，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对与会专家的
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指出，
本次座谈会是贯彻落实
科技部批复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实际行
动。各位专家、领导都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领域的
行家里手，具有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和开阔的国际
视野，他们的发言为浙江的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有益
的思考。
“ 这些年，浙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
一些积极探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距离科技部
对示范区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期望还有不少差
距。希望通过本次座谈会，
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确方向、
凝练重点，
为打造全国一流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和面
向全球的技术转移枢纽提供助力。” （下转 A2 版）

浙江 26 项成果昨获国家科技奖

大江东

智慧大江东，
智慧大江东，魅力生态城

作为国家高新区和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的大江东，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轨
道交通、机器人及自动化、临空产业、生命健康、航空
航天 7 大产业园建设，正在成为浙江先进标准创制的
引领辐射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先
进智能制造的新高地。

欢迎您来大江东投资、创业、生活！
联系方式：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科技局 0571-82987316、82987403

义蓬科创园

浙大获奖数居全国高校第一，制造业领域获奖项目超一半

本报讯 1 月 9 日上午，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浙江省共获得 26 项国家科
学技术奖，其中浙江省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 13 项，参
与完成的获奖项目 13 项。浙江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4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1 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6 项，涉及新材料、生物技术、智能装
备、机电一体化等多个领域。在主持完成的 13 项获
奖项目中，产学研合作或企业主持的项目 10 项，占
76.9%，近三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 600 亿元。
在浙江获奖项目中，浙江大学主持完成的获奖
项目独占 9 项，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并且连续第二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其他还有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 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的是倪明江、严建华、骆仲泱等教授组成的

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团队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坚持协同创新和集体攻
关，在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废弃物及生物质低碳能
源、能源转化过程污染物控制、数值试验理论与先进
测量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性科技
成果，基于水煤浆代油清洁燃烧技术、多级增湿半干
法高效脱硫烟气净化技术等多项创新工程技术成果
在全国大规模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产学研合作成果丰硕。如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主持
完成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
“高性能玻璃纤维低
成本大规模生产技术与成套装备开发”
，
形成了核心知
识产权，
开发了成套技术装备，
超越并引领全球高性能
玻纤大规模生产技术，
在国内15条生产线推广，
并建成
埃及示范线，
实现我国玻纤行业首次国外技术输出。总
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
窑炉规模、
单通路炉位数达国

际领先。获授权专利36件，
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
项、
行业标准4项，
形成销售额173.16亿元。
制造业领域成果居多。在浙江主持完成的获奖
项目中，属于制造业领域的有 7 项，
占 53.8%。如浙江
大学、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的
“大功率船用齿轮箱传动与推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项目，
解决了大型船舶推进器能效低、
空泡脉
动压力难以控制的难题，
发明纳米增强湿式铜基摩擦
片材料，
突破大扭矩高可靠多片湿式摩擦离合器设计
制造技术，
填补 10 万牛米以上离合器国内空白，
解决
了大功率船用齿轮箱运行可靠性低的难题，完成我国
30 万吨 VLCC 超大型油轮、40 万吨国际最大矿砂
船、海警船“海警 2901”、国内首艘海军医疗船、特种
舰艇等配套应用 2500 艘大型船舶。已获发明专利
31 件，制定国家标准 7 项、行业标准 14 项，近三年实
现经济效益 115.2 亿元。
（下转 A2 版）

地理优势：位于大江东青六路与义府大街交叉
口，毗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坐拥产业、交通、配套等
多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科创园出发经德胜路到杭
州主城区仅 30 分钟，规划中 7 号、8 号地铁穿境而过，
与上海、南京、宁波等城市形成 1 小时生活圈，是创新
创业之地的不二之选。
产业定位：以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主
攻，重点发展新技术、新材料等高端研发、跨境电商、
电子商务等产业及税源经济。
优惠政策：入驻该园区的企业可以享受租金减免
返还，装修补贴，人才政策以及公司注册代办等多种
优惠政策。

联系方式：何乐意 13706501901

萧山

互联网冰箱
指导你健康饮食

潮涌钱江创新创业首选之地

在 1 月 5 日举行的第 50 届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上，
阿里巴巴万物互联网操作系统YunOS首
次登上CES，
展出最新技术成果及搭载YunOS Auto、YunOS Home、YunOS TV、YunOS Chip、YunOS Professional等系统的IoT相关生态产品。
在此次 CES 现场，YunOS 展出了美的新款概
念互联网冰箱，
将依托用户体征及饮食习惯数据，
为
用户规划健康膳食、
合理采买。该款概念互联网冰
箱搭载英特尔芯片，
拥有均为 21.5 英寸的双屏，
并
可实时互动。其中，
左屏使用了英特尔实感技术摄
像头SR300，
可实时拍摄测量出人的身体维度尺寸，
计算出身体质量指数，
并实时传输到右屏。YunOS
会在右屏智能推荐每天健康食谱，
为不同体征的用
户提供健康饮食指导。
本报记者 林洁

为打造科技创新创业新平台，萧山全力实施科创园
建设 253 计划。设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项扶持资金，
提供房租减免、纳税奖励、研发补助、投融资服务等各项
优惠政策。我们热诚欢迎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萧山区科技局 0571-82898519

纳斯科创园

2016 浙江省双创蓝皮书发布

大学生创客成创新创业主力军

本报讯 浙江省青年双创 2016 年度蓝皮书 1 月 8
日在杭发布。记者了解到，
《2016 浙江省双创蓝皮
书》中盘点了 500 家青创学院深度服务过的企业创业
数据，对浙江省近万名大学生青年双创群体的创业
创新现状作了剖析，通过实地走访各个高校的创业
学院、众创空间，
最终给出若干建议对策。
《2016 浙江省双创蓝皮书》中提到，在中国，创新
创业发展即将出现新的高潮。对此，
青创学院执行院
长薛华表示：
“在全球创业意愿中中国排名第一，
远超
其他国家。在政策动力和市场动力的双重作用下，
双
创活动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温，
预计 2018 年将出现新的
创业高潮。”
《2016 浙江省双创蓝皮书》中还提到了一

组数据：浙江省新设企业法定代表人平均年龄为 36
岁，
40 岁以下占比超 65%；
80 后、
90 后和大学生青年群
体将逐步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2016 浙江省双创
蓝皮书》显示，
“青创系”
正在成为继
“阿里系”
“浙大系”
“海归系”
“ 浙商系”创业“新四军”之后的双创“第五
军”
，
与其他四系交织呼应，
共同创新拼搏。
此外，
《2016 浙江省双创蓝皮书》报告显示，大学
生创业者成为双创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有 86%的大
学生对在校创业保持积极的态度，同时 40%的大学生
有创新创业意向；创业目的多为创造价值和自我实
现，其比例远远超过赚钱、做生意；在创业地点这个
问题上，有 43%的大学生表示会选择回乡创业。从比

江干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
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
“西湖时代”
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迅速成为杭州
的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人
才新热土——创新创业、做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的光
临，
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江干科技局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例上看，高职高专类样本中回乡创业的占比为 57%，
高于本科类样本的 39%。其中，大学生创业者中大三
大四及研究生占主体，工科类占比最高，其次是社科
类和文化艺术类；且大学生创业团队以 3~10 人为主，
选择的创业领域排在第一的是电子商务；56%的大创
项目启动资金低于 1 万元，大部分来源于自己赚取和
家人资助；83%的受访者参与了本校的创业创新社
群，
94%的受访者表示较少参与校外创业活动。
据了解，本次报告的调查面向浙江范围的 38 所
本科类院校，以及 46 所高职高专类院校进行。最终
获得有效样本 8072 例，涵盖了调查范围中 95%的本
科院校和 63%的高职高专类院校。 本报记者 王菁

绿谷·
绿谷
·杭州

30 万方创智企业能量场

——政府主导，

绿谷·杭州是“十三五”期间江干区政
府重点打造的大型产业综合体，由钱塘智
慧城管委会下设的杭州九鑫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面积约 30 万方，打造为杭州首个 Office Park 代表
作品，规划有 8 幢写字楼、1 幢酒店和部分下沉式广场商业。
作为由政府主导的钱塘智慧城重点产业承接平台，绿谷·杭
州以“谷”为概念核心，打造东部最具代表性的研发创意中心和
科技总部基地。来自区域、交通、政府资源等 9 大能量源，为企业
发展构建起立体的能量矩阵。

园区位置：位于杭州萧山瓜沥镇小城市规划的核
心区域，瓜沥镇永联村友谊路 1117—2 号，东靠环城东
路，西临瓜沥新区行政中心，南临八坷线，北靠建设四
路，地理环境独特、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顺畅便捷、创业
环境优雅、人文底蕴深厚。
园区规模：由杭州纳斯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创建，总
投资 1.1 亿，园区总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现办公
室全部精装修，企业可直接拎包入驻。可选面积 60—
900 平方米不等，可供不同面积需求的科技型企业落
户。另外，设立公共办公区域，可容纳将近 30 家微小
型企业及大学生创业，对科技企业发展给予物理空间
支持。
园区定位：借鉴科研园区规划理念发展模式，打造
“科技生态宜居新空间”的总目标，集聚“高端科技、高
端产业、高端人才”的总定位，大力发展以智能、低碳为
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联系方式：施凤飞 82562888/18105716258
“钱塘之星”创新创业
大赛火热进行中，复 赛 入
围名单或最新大赛资讯，
参赛者可登陆大赛官网
（www.qiantang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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