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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加速转化 内生动力持续迸发

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
“智”高点
■通讯员 胡叶 记者 金汝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强则瑞安强。
近年来，我市将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投入强保障、优政策兴实体、强创新增活力，科技
创新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高分通过验收，获批省创新型试点城市、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成国家火炬瑞安汽车关键零部件特色产
业基地、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获得省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公众创业创新服务行动优秀县（市、区）、网上技术市场工作先进县（市、区）等荣誉。
在过去一年的创新驱动发展成绩单上，我市在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引领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知识产权新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科技创新项目、科技惠民新作为、打造
创新最优生态等领域不断突破，取得良好成绩。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全市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已成为我市科技发展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年度盘点】

【亮点工作】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科创资源如何集聚？
搭建研发平台高地、完善科技企业孵化体系

2018 年，温州国家自创区“瑞安园”建设取得良好开
局，获批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省级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答辩总分全省第三、温州第一；在上海安亭设立首
家飞地创新港；引进浙江省高校创业学院联盟浙南研究
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南双创中心落地，成立温州大学
海尚机器人学院、浙江大学瑞立集团工业智慧物联研发中
心；组建食品行业公共技术服务中心，支持北航浙江新能
源汽车研究院建设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北航瑞安技术转移
中心等平台项目；新增省级企业研究院 3 家、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7 家，新增省级众创空间 1 家，组建市众
创空间联盟。

科技引领经济发展
2018 年 1 至 11 月，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速 9.3%，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6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 23.1 亿元。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6 家、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 298 家，总数分别达 282 家、1011 家，均为
我市历年增长之最，首次评审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35 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列入全省第一批全面创新改革联系点；探索科技金融
结合工作，全年为 12 家企业发放专利质押融资贷款 3315
万元，专利质押金额达 8148 万元；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创新
载体的科技资源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全市发放科技创新券
9457.82 万元，使用 7146.42 万元，分别居温州各县（市、区）
第一位、第二位。

知识产权新发展
2018 年以来，高分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验收，
申报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全市新增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 1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1 家、省专利
示范企业 4 家，通过国家贯标企业 8 家、省贯标企业 2 家，
组织实施发明专利产业化项目 3 项，备案温州市发明专利
产业化项目 42 项。1 至 11 月，全市实现发明专利授权量
437 件。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018 年以来，我市企业在科技成果竞价（拍卖）会上共
参与项目竞拍 5 个、项目签约 2 个，总金额达 3385 万元，居
温州各县（市、区）第一位；全市实现技术市场交易额 15.83
亿元。

实施科技创新项目
2018 年，市财政投入 1367.5 万元科技资金支持 73 个
工业科技项目，带动相关研发投入约 1 亿元；完成 46 项项
目验收，下达补助经费 567.7 万元；列入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2 项，争取到上级经费支持 521 万元。获中国专利优秀
奖 2 项、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 项、省专利优秀奖 1 项。

科技惠民新作为
全市拥有科技特派员 16 名，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项目
27 项、科技特派员项目 7 项，
“桩式大围网仿生态深水养殖
大黄鱼试验示范”项目被钓鱼台国宾宴会选中，
“净菜加工
生产操作规程的优化及制定”项目被我国南极科考队“雪
龙号”和“中山站”选中。围绕食品药品安全、重大疾病防
控、五水共治、防灾减灾、人口老龄化、交通治堵等重大民
生问题开展探索研究，组织实施社会发展项目 11 项。

打造创新最优生态
2018 年以来，高规格举办 2018 中国瑞安·云江科创大
会，启动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出台《瑞安市支持
科技创新政策》
（
“科技 15 条”
），组建由
“两院”院士、科研精
英、行业专家等 23 名委员组成的科技咨询委员会，华峰先
进聚氨酯弹性纤维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创新团队入选
温州地区当年唯一的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支撑企业智能化改造，背后是科技的力量。在
瑞安，用科技创新引领行业关键技术突破，已经成
为政府和企业的共识。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举行的首届长三角科技交
易博览会开幕式上，我市首个共建飞地项目——瑞
安（安亭）飞地创新港正式揭牌成立，打造瑞安本土
企业在上海安亭建设企业研发中心和研究院的研
发集中地，将招才引智的“管道”直接延伸到科技创
新源地。首批遴选 7 家瑞安汽车关键零部件细分行
业龙头企业入驻。

没有平台，就没有发展空间。我市不断深化产
学研合作体系建设，以科创平台建设促进科技与人
才、资本、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加强科创资源集聚，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018 年 12 月，
瑞安智能成套装备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获批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行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政策。当前，
“瑞安园”
已投资建设华
峰新材料产业园、瑞立汽车零部件智造、瑞明汽车轻
量化关键零部件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孵化培育了
久恒光电、视客 VR、起迪科技等一批高成长、科技型

企业，
建设了滨海高新产业园、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等一批支撑科创和产业转型发展的大平台。
科技型小微企业要想快速发展，对于各种科技
资源和服务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我市完善
企业孵化体系建设，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孵化链条，充分发挥省级孵化器为企业
发展解难题作用，为企业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与
营养。目前，科技企业孵化器完成第 10 批企业入
驻，市众创空间联盟组建成立，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现全市备案众创空间 28 家。

创新主体如何培育？
实施规上企业“三清零”行动、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
几台地轨机器人将未加工的工件放入托盘，完
成上料。紧接着，
数个机械手臂精准操控，
抓取托盘
和工件，
在加工机床之间闪转腾挪，
完成加工……温
州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条“瑞明多品种缸盖智
能生产示范线”
上的生产流程，
几乎不用人工操作。
它是“瑞明”汽车铝合金铸件智能车间新模式
应用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为“瑞明”提高 33%以

上生产效率、降低 27%以上运营成本等。
“瑞明”是我市以科技创新改变经济基因的一
个缩影。2018 年，我市实施科技企业新“双倍增”行
动、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三清零”行动，培育企
业创新能力，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引领作用，高新技
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企业研发水平稳步提升。
2018 年 1 至 11 月，全市实现研发费投入 18.35 亿

元，有科技活动企业达 681 家。
衡量一座城市的创新实力和企业的研发能力，
专利的“话语权”很重。我市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科技进步激励工程，知识产权案（事）件做到有案
必结，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机制。
2018 年，市科技局全年审核通过各类专利补助申请
3534 件，累计发放补助 1020 万元。

科创环境如何优化？
打出政策“组合拳”、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创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瑞安早早吹响了
“创新驱动发展”的铿锵号角，亮出政策“组合拳”，
营造促进创业创新的环境，
培植科技创新的沃土。
2018 年新年伊始，我市高规格举办 2018 中国·
瑞安云江科技创新大会，
“ 两院”院士、海内外科创
精英、瑞籍科创人才等 700 多人为“科技强市、人才
强市”战略把脉献策。大会带来的不仅是思想的碰
撞，更是实际成果的落地，16 个大项目、5 个大资本、
5 个科创平台成功签约。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我市出台了《科技创新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围绕强化科技创
新平台支撑、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进科技体
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主题，启动“谋划创新
空间”
“ 加强产业创新”
“ 加大科技投入”
“ 引进创新
人才”四大行动，推出东新产城融合科创园等 19 个
重点项目。
同时，我市出台《瑞安市支持科技创新政策》，
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整合衔接，进一步推动专利质
押融资工作，加大对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加大创新扶持力度。

2018 年，我市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大力推进
“营商环境提升年”
行动，
科技管理工作由研
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在复杂事项办理上主动上
门开展对接服务，
做到
“科技干部多跑；
群众和企业少
跑、不跑”
。市科技局梳理并公布
“最多跑一次”
行政
审批事项 26 项、公共服务事项 9 项，
达到全部事项的
90%以上，
专利补助、科技创新券等多个科技审批事
项实现
“零跑路”
，
先后在 18 个乡镇、街道开展科技培
训，实现全市 900 家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组织中介
机构
“一对一”
走访 100多家重点企业。

科创人才如何凝聚？
全球“设擂”招贤才、推进“四才联动”、打出乡情感召牌
2018 年 1 月 11 日，中国·瑞安首届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浙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打响。进入总决赛的 20 个项目，分别来自汽车高端
部件及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新材料、工业机器人
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悉，
此次大赛预选阶段设立美洲分赛区、欧洲
分赛区、亚洲分赛区、国内分赛区、网络分赛区等，
吸
引了 51 个项目报名参赛。为鼓励获奖项目落户瑞
安，
我市出台扶持政策，
对大赛结束后一年内在瑞安
落地转化的获奖项目，
通过市天使梦想基金等方式，
给予最高 600 万元的资金扶持，
落地项目的团队可享

受
“瑞安人才新政 40 条”
及其他相关扶持政策。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 年以来，我市
连续开展两届“双创”大赛，吸引了一批优质创业团
队及项目入驻瑞安，此次开展高层次人才“设擂比
武”，并出台诱人的扶持政策，希望让更多海内外高
层次人才集聚瑞安创新创业，为“加快融合发展、打
造至美瑞安”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在科技创新中，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高层次人
才和优质团队落户瑞安，
除了给企业注入无限创新的
活力，
更是给我市科创事业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市紧盯“打造人才生态优良市”目

标，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来抓，大力推进聚才、引
才、用才、留才“四才联动”，强化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2018 年，华峰先进聚氨酯弹性纤维关键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创新团队入选温州地区当年唯一的省
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世界瑞安人大会”、
“瑞安科技之光”院士故乡
行、瑞籍高层次人才家乡行、瑞商回归项目推介会
……通过“双招双引”活动，我市大打乡情感召牌，
树立“瑞才回归”特色品牌，吸引更多海外的瑞籍精
英回乡创业创新。

[记者手记]
从 2003 年提出创建创新型城市以来，瑞安的科创之路一直没有停歇，
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同频共振，创新大平台作用日益显现，顶尖人才团队纷
至沓来，一批企业实现了从技术创新的“追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科
创的力量强有力地支撑着瑞安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一年，瑞安将继续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瑞安民营经济体制机制优势、瑞商敢为人
先的开拓精神和“瑞安人”经济优势，加快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

联动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让科技创新的活力如同飞云江的潮水，浇灌罗阳
大地，浸润到每一个创新载体细微的角落和缝隙。

奋进新时代 砥砺新作为
——回眸 2018

瑞安日报电商文创园（记者 陈立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