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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成产业转型主要驱动力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怎么建？

浙江科技实现
“十三五”
开门红

记者昨天从浙江省科技厅获悉，
2016 年浙江省科
技系统不忘初心谋发展、砥砺实干谱新篇，着力补齐
科技短板，
认真实施
“一转四创”
行动计划，
实现了
“十
三五”
开门红。统计显示，
2016 年 1～11 月，
浙江省实
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22951.5 亿元，
增长 7.5%；
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 2780 亿元，增长 14.1%；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 4759.5 亿元，增长 9.7%，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 57.4%，
科技创新成为产业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创新驱动形成新合力
2016 年，浙江研究制定了《浙江省科技创新“十
三五”规划》，提出了科技事业“三步走”发展目标和
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出台实施《加快推进“一转四
创”建设“互联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行动计划》
《关于补齐科技创新短板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吹响了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新
号角。强化“一把手”抓“第一动力”和“第一资源”的
政治责任。总结新昌经验，全面启动杭州、嘉兴和新
昌、长兴“两市两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在全省范
围形成了抓创新、补短板、促转型的浓厚氛围，涌现
出像新昌等“铁了心抓创新”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
的创新发展典型。

浙江26项成果昨获国家科技奖

产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2016 年，浙江省启动建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省政府建立推进大走廊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出
台了建设规划和政策意见，着力打造以大走廊“一
带”
（科技创新带）
“三城”
（浙大科技城、未来科技城、
青山湖科技城）
“多镇”
（特色小镇和创新区块）为核
心，长约 33 公里、规划总面积约 224 平方公里，发挥
高新区核心载体作用。全面启动杭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政策的先行先试和规划的深
化完善；积极争创以宁波高新区为核心的浙东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坚持高新区“月排序、季分析、
年考核”，湖州莫干山和嘉兴秀洲 2 个国家级高新区
正式挂牌，国家高新区累计 8 家；新创建省级高新园
区 4 家，累计 28 家。

计划项目 35 项，总经费 4.27 亿元。加强社发领域科
技创新。推进科技支撑“五水共治”工作，编发《五水
共治技术参考手册》，主动设计实施“五水共治”重点
研发专项。深化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加快从实
验区向示范区提升。推进医疗器械产业精准对接精
准服务，启动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试点，着力提
高浙江省临床诊疗水平。加强基层科技帮扶。深入
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召开全国科技特派员工作现
场会，推广浙江省经验。探索发展“星创天地”，激发
基层创新创业活力。

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新提速

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亮点

推进技术市场体系建设，成功获批首个全省域
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推进《浙江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科技成
果交易转化中心。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挂牌，
首批 174 项专利技术已经通过协议定价的方式实现
转化。成功举办第十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暨
2016 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达成成果交易项目
262 项，成交金额达 19.9 亿元。常态化开展科技成果
竞拍。全省各地开展科技成果竞拍活动 10 场，竞拍
成果 309 项，成交额 4.97 亿元。设立 20 亿元的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首期投入 3 亿元，重点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化。累计培育省重点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 101 家、技术经纪人 3000 名。

借力 G20 杭州峰会东风，
加强与 G20 国家、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美日欧，以色列、芬兰、加拿
大、俄罗斯、捷克等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
2016 年 9 月份，浙江省作为主宾省，参与举办 2016 浦
江创新论坛，并主办区域（城市）发展论坛，介绍浙江
省特色小镇建设经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对接，
实施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举办
“中国－南非高技术展示交
流会”
“
、浙洽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对接”等一系列对
接活动。继续实施浙江与以色列、
芬兰等国家的联合
研发项目。以企业为主体，
组织实施
“一带一路”
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 12 项，涵盖 10 个沿线国家。新培育国
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7 家，
居全国第二位。

科技惠及民生取得新成效
召开五年一次的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出台加快
农业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深化“互联网+农业”，大
力推进生物育种工程。列入国家农业领域重点研发

图为 2016 年浙江科技成果秋季竞拍会现场。

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实施取得新进展
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认
真贯彻实施《浙江专利条例》，深入开展打击假冒专
利和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保护专项行动。全省专利行
政执法立案 11524 起，结案率 99.7%。国家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罗超 摄

局在浙江成立了全国唯一的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
维权协作调度中心。浙江省获颁中国欧盟商会“中
国知识产权友好奖”。制定出台《浙江省专利奖评选
办法》，共评选首届浙江省专利金奖 15 项、优秀奖 30
项，并荣获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 35 项。积极推进省
物联网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国家专利导航试点
工程实施，启动实施 17 个专利战略推进工程项目。
深入推进重大科技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工作，实
施海外人才引进、科技进步奖、专利奖等活动知识产
权评议。深入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义
乌市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创新生态环境得到新优化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
务转变。完善科技云平台功能，获批科技管理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试点省。大力推广使用创新券，自
2015 年 3 月启动至今，全省累计发放创新券 6.4 亿
元，使用 3.6 亿元，带动全社会创新投入约 40 亿元。
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育，贯彻落实“人才新政 25 条”，
新培育 16 个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加强基础研究
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超 12 亿元，创历史新
高；SCI 论文数居全国第五位。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全省共有 26 项成果（团队）荣获 2016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其中浙江为主完成的 13 项；浙江大学
为主完成的有 9 项，居全国高校第一位。新增国家
级众创空间 59 家，新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5
家。未来科技城和阿里巴巴集团入选全国首批双创
示范基地。8 家企业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占
全国 1/5 以上，
获奖企业数连续两届居全国首位。
本报记者 张巧琴

2016 年度国家科技奖浙江获奖项目展示

软磁复合材料核心生产技术获突破
浙大这项成果有助于解决手机用久了发烫、
电池续航能力差难题

无论是你手中的手机、电脑中的磁盘，还是飞
驰的高铁、电动汽车的充电桩、电网的变压器，都
离不开软磁复合材料。
软磁复合材料广泛应用于能源、信息、国防等
重要领域，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关键基础材
料。
本世纪初，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我国软磁复
合材料市场，并对我国进行专利和技术封锁。面
对我国国产软磁材料企业数量少、水平差的情况，
浙江大学教授严密带领科研团队，历经 10 年产学
研合作研究和开发，突破了软磁复合材料核心生
产技术。这一科研成果名为“低功耗高性能软磁
复合材料及关键制备技术”，摘得 2016 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严密介绍，
“低功耗高性能软磁复合材料及关
键制备技术”项目针对软磁复合材料长期存在的
磁性能低和功率损耗高这两大严重问题开展了深

入研究。
严密举例道：
“ 比如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体积
大，时间用长了会发热甚至发烫，电池的续航能力
差，很大原因就是里面使用的软磁材料功率损耗
高造成的。
”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原创性提出了在软
磁粉末基体表面原位生成高电阻率软磁壳层，降
低涡流损耗并保持高磁性能的技术思路，发明了
多软磁相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并发明了适用于不
同磁粉的绝缘包覆技术，
显著降低了功率损耗。
掌握了成分配方对合金相结构、显微组织和
磁性能的作用规律及机理，构建了高性能软磁合
金新体系，制备出具有高磁通密度、高直流叠加等
不同特性的系列软磁复合材料。发明了新型耐高
温粘结剂及有机-无机复合粘结技术，创新和改进
了针对不同软磁合金的制粉技术，系统集成相关
发明与关键技术。

在研发出新技术的同时，技术团队还与浙江
省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
磁电有限公司、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家企业实
现产学研合作，建立了低功耗高性能软磁复合材
料生产线和成套的生产工艺。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严密领衔的科研团
队摘得的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3 年
度，该科研团队完成的“钕铁硼晶界组织重构及低
成本高性能磁体生产关键技术”项目也摘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经过 10 多年的科研和发展，浙江省软磁复合
材料产业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浙江省已经发展
成我国软磁复合材料的产业中心。严密自豪地
说：
“现在我国的磁性材料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
求，还实现了大规模出口。连特斯拉汽车使用的
磁性材料也是我们研发和生产的哦！”
本报记者 张巧琴

巨石集团研发成功高性能玻璃纤维
强度达2600～2800MPa，
实现低成本大规模生产

玻璃纤维应用广泛，
随着
“中国制造 2025”
国家
战略的实施，
在新能源开发、
汽车轻量化、
油气远距
离输送等重大技术和工程领域，
都需更高性能的增
强纤维作为基础材料予以支撑。然而，
在玻璃纤维
产业领域尚存在一些技术难点和问题，
严重阻碍了
玻璃纤维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大范围应用。
巨石集团研发的
“高性能玻璃纤维低成本大规模生
产技术与成套装备开发”
项目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获得了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众所周知，
在玻璃纤维产业领域，
传统 E 玻璃纤
维强度和模量低，
性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现有高性
能玻璃纤维中，
高模量 M 玻璃纤维，
强度低，
目前未
实现产业化，而高强 S 玻璃纤维，生产难度大，难以
规模化生产。因此，
亟待开发高模量、
高强度的高性
能玻璃纤维，
并大规模生产。这对于推动玻璃纤维
以及复合材料行业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高 性 能 玻 璃 纤 维 配 方 ，是 该 项 目 的 核 心 技
术 。 项 目 组 开 发 研 究 了“ 三 元 混 合 碱 土 效 应 技
术”，首次在玻璃纤维领域应用钙、镁、锶三元混合
碱土效应，也是首次将锶引入三元体系。通过大

（上接 A1 版）
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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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强示范区建设的顶层设计的重要纲领。
《方案》紧紧围绕科技部对浙江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区批复意见，结合浙江特色，提出建立完
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体系，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模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平台、人才及体制机制、
线上线下覆合的技术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建设成
为全国一流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和面向全球的技术
转移枢纽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方案》在市场培育、企业主体、产业升级、协同创
新、科技金融、人才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提出了七大
工程任务和 26 条措施，任务措施合理明确，具有浙江
特色和可操作性。其中，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培
育上，提出健全线上线下覆合的科技大市场体系，创
新科技成果(技术难题)竞价(拍卖)方式，充分发挥“互
联网+”优势，构建互联互通的全国性技术交易网络，
符合浙江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特色。在推动国际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上，提出加强与 G20 国家的国际科技合
作，探索建立 G20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积极实施“一带
一路”科技合作专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成果展示、发布和交流中心，有利于形成国际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的示范。
见习记者 赖金鑫

量实验确定了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锶比例，使大
小不同的离子做最紧密堆积，从而提高玻璃纤维
的 力 学 性 能 ，使 玻 璃 纤 维 的 强 度 达 到 2600～
2800MPa，模量达到 88～91GPa。并引入 Li2O 降低
熔体黏度，研发高 COD 还原性硫澄清技术，降低
液相线温度、提高吸热率，
降低熔制难度。
同时，通过纵向双 H 通路结构、立体式纯氧燃
烧技术、错位矩阵式电助熔熔制技术和智能化成
套装备等开发超大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极
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传统的横向结构相
比，通过梯级沉降和变截面等技术，使玻璃纤维单
条作业通路的炉位增加到 32 个，单窑年产能达 12
万吨，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攻克了玻纤高性能与
规模化的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高性能玻纤的大规
模低成本生产。其中窑炉规模、单通路炉位数国
际领先。授权专利 36 件，含美国等国际发明 5 件，
国内发明 17 件。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3 项、行
业标准 4 项。
此外，项目还通过使用高熔成率矿物原料、固
废原料、无硼无氟配方原料，从源头上控制含硼含

氟污染物的产生，并使成本降低约 1/3，通过余热
利用、中水回用等绿色技术进一步降低消耗，提高
绿色生产水平。
记者了解到，项目在巨石集团桐乡、九江、成
都三大生产基地全面推广，已在 15 条生产线推广
应用 3 年以上，并建成埃及示范线，实现我国玻纤
行业首次国外技术输出。目前，产品已实现了大
规模推广应用，在风电领域，用该项目产品生产的
玻璃纤维织物，通过了西门子最严格的疲劳测试，
疲劳性能高出要求标准 15%，这意味着叶片使用寿
命可提高 15%。与此同时，该项目也为巨石集团带
来了经济效益，2013～2015 年，项目产品实现销售
额 173.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21.5 亿元，税收 16.7 亿
元，
出口创汇 11.7 亿美元。
“这一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对推动我国玻璃
纤维工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引领行业进步、提
升下游复合材料产品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
提高我国基础材料制造水平。”项目第一完成人、
巨石集团董事长兼 CEO 张毓强说。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魏平 袁雅芝

（上接 A1 版）
“互联网+”领域科技创新成果逐渐显现。获奖项
目中有 4 项是“互联网+”领域科技创新成果。如浙江
师范大学、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支
持工业互联网的全自动电脑针织横机装备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项目，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主要围绕全
自动电脑针织横机装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展开，攻克
和掌握了自动起底编织、高品质复杂花型编织、高速
编织成圈机构、针织物模拟、工业互联及多传感器信
息融合的智能控制等技术，解决了复杂花型平稳编
织、高速编织不稳定等困扰业界多年的难题，实现了
针织物模拟、全自动电脑针织横机的国产化及针织行
业智能制造应用。项目产业化后，迅速占领了国内外
市场，自 2007 年开始，连续八年产销行业第一，产品已
远销俄罗斯、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项目获授权发明专
利 74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2 件，形成国家和行业标
准 8 项，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26.4 亿元。
“网络交易支付
系统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解决了系统
交互行为性质分析、身份盗用和交易欺诈甄别、交易
行为瞬时辨识等难题，首创了设备、行为、业务三位一
体的分层风控机制，构建了网络交易支付系统风险防
控技术体系，研制了大规模分布式的交易支付风险实
时防控平台与专用设备。该项目使支付宝案件识别
系统的响应速度由 200ms 减少到 100ms，可信平台的
交易直接放行率由原有的 44%提升至 90%，交易资损
率由 2013 年的十万分之 3.4 降低到 2015 年的十万分
之 0.97，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互联网产业的国际地位。
据介绍，该项目成果服务于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亿多
支付宝实名用户，近三年共保护资金（减少资金损失）
173.03 亿元。
本报记者 何飘飘

浙江省侨商会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本报讯 1 月 8 日，浙江省侨商会举行成立十周年
暨换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浙江省侨商会理事
会、监事会领导。澳门浙商联合会会长、澳门银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春荣连任会长，浙江华日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励君连任监事长。
浙江省侨商会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是由海外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以及省内归侨、侨眷(含港澳眷属、留
学生及其家属)在浙江投资的企业及个人组成的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十年来，省侨商会在组织和引领侨商
企业积极参与“浙商回归”、
“五水共治”和“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侨商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成效显著。目
前，来浙江投资创业的侨商企业数和投资额均占到全
省外资企业总数和外资总额的 60%以上。
近年来，一批创新型高科技会员企业在全省经济
转型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省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主席丁列明的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
家一类新药凯美纳，去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省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副主席李方平的浙江诺
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二完成单位的
“听觉损伤致聋机制及防治关键技术应用 ”项目，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打破了中国研制人工耳蜗长
达 40 多年却未突破的局面；省侨商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副主席、第七届科技新浙商获得者姚力军的宁波江丰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
超高纯金属及溅射靶材，成功打入全球 280 多个半导
体芯片制造商，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打
破了美、日跨国公司长期垄断的格局；省侨商会科技
创新委员会副主席、芯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EO
卢笙率领的创新团队，自主研发嵌入式主机 USB3.0
核心模块知识产权，通过了 USB 国际组织认证。这是
世界第五张、中国第一张 USB3.0 核心模块 IP 认证，标
志着中国企业首次在高速数据接口 IP 领域实现零的
突破。
本报记者 孟佳韵 通讯员 王丽容

更正

1 月 3 日本报 8 版刊登的《首届“浙江创新女杰
100 强”出炉》一文中，
“ 航头天恒机械有限公司总
经理”应为“杭州天恒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
吉易盛云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为陶柳鸯。特此
更正。
本报编辑部

减资公告

绍兴乐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2017 年 1 月
3 日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绍兴乐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