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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沙湖观察

国高企数量冲向

①

+ 区科创有独家秘诀
600新
600+
开栏的话：
岁末年尾，脚步越发
匆忙。这一年，梦想实现
了多少？收获又有几何？
总结是为了走得更好更
快，今天起，
《钱塘新区报》
的年度观察员们进车间、
入农户，去看看这一年新
区发展新气象，感受百姓
身边的新变化，总结高质
量路上的新成果。

■文/刘龙龙 余梦梅 赵利

国家高新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创活力的重要指标。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新区 181 家企业
迈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方阵，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首次突破 600 家。新区企业为何能够“组团”晋
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加持，又能给新区带来哪些产业之变？近日，记者采访了新区相关部门和一
批企业的负责人，从他们的口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新增国高企 181 家 科创主力军不断壮大

恒链科技自动化分拣车间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新区新增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所属先进制造
与自动化、电子信息、高技术服务、生
物医药等领域的共有 143 家，占据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 79%。
“新区的主导产业和国家支持的
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相契合，是新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发展壮大的基
础。”据经发科技局科技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
支持，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

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高技
术服务业、新能源与节能技术、资源
与环境技术 8 大领域，在新区“515”
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引导下，一批企业
快速成长。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先进
制造与自动化企业数量最多，达到 47
家。2018 年落户新区的浙江恒链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能装备制造新
秀，主要生产快递自动化分拣设备。
近年来，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面向市场推出多样化的分拣设备，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受疫情影响，
企业产值在 2020 年仍然实现 50%的
增长，
达到 1500 万元。
“双十一期间，电商物流效率的
提高和消费者体验的改善，就有我们
企业的功劳。”据恒链科技市场总监
吴长和介绍，踩准电商物流行业发展
的节奏，离不开恒链科技在研发创新
上的重投入。
2019 年，恒链科技的营收还只
有 1000 万元左右，用在研发上投入
的资金就超过 250 万元。吴长和表
示，企业花大力气推出交叉带分拣
机、恒链式分拣机和波浪式分拣机
等产品，更好地满足了中小型快递
分拣站的需求，有效降低物流企业
人力成本负担，在市场上一炮打响。
专注技术创新，让恒链科技尝到
了甜头，也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创新驱
动发展的劲头。
“2021 年我们还将推
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在新区江
东区块的生产基地也将尽快提升产
能。
”
吴长和表示。
除了恒链科技外，金松优诺、志
驱传动、古德微机器人等企业，也成
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行列，成
为引领新区
“智造”
变革的排头兵。

政策给力
新区全力培育国家高新梯队企业
“首次认定或新引进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企
业经营团队 60 万元奖励，并
连续 2 年对其租赁自用经营
用 房 面 积 的 100％ 给 予 补
助，同时连续 2 年按企业形
成的新区财政贡献额度给予
50％的奖励 ......”根据“1+4+
X”产业政策，新区将对首次
认定或新引进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给予团队奖励、税收
减免、租房补贴等全方位的
支持。
于 2018 年 通 过 国 家 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浙江道尔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区
一家聚焦代谢、肿瘤、眼科等
适应症治疗创新药研发企
业。近期，企业完成了 A+轮
融资，预计 2021 年度会有 2
个新药产品获批临床。
“和大部分初创型药企
先以‘单一产品打天下’，一
炮成名后再开始后续产品研
发的思路不同，我们选择先
建技术平台，再做产品。因
此，资金一度紧张。”企业相
关负责人表示，新区给的支
持很关键，成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前后，企业共获得了
各项政策资金百万余元，有
力地支持了企业项目的开
展。
加快企业向科研创新驱

动 ，资 金 补 贴 只 是 一 方 面 。
“根据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需求，新区还将着
力推动企业解决科技成果转
化的难题。”经发科技局科技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前
期调研，推动企业和高校、科
研机构的合作，是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弥补企业研发力
量短板的有效途径。
如何架起企业需求和高
校 科 研 能 力 的 桥 梁 。 2020
年下半年，经发科技局牵头
在中国计量大学和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组织了两场技术成
果拍卖会，近 400 多家企业
参与，总拍卖金额达 5200 万
元，杭州彩谱有限公司等一
批企业获得了关系企业新产
品研发的重要技术成果。
让更多的企业走上创新
驱动发展之路，加强产学研
合作是必由之路。当前，新
区聚集了中科院肿瘤与基础
医学研究所、钱塘科技创新
中心、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
物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
构，能够为新区企业提供重
要的技术支撑。
“ 接下来，新
区将继续聚焦助力企业科技
成果转化需求，牵头对接高
校和研究机构资源，为产业
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经发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迈向国高企 新区企业还要克服多少困难
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主
旋律。在迈向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进程中，新区企业还有不少困难要克
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何提高？
研发团队如何壮大？这些是摆在新
区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人员占比，
技术专利成果多少，这些都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所需的硬指标，也是
企业夯实科创实力的基础。”企业顺
利进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示
名单，启飞智能创始人陈才华，对加
强企业技术水平有了更多的思考。
作为一家农业植保无人机研发
与制造企业，近年来，启飞智能获得
无人机技术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性
专利 30 余项，并主导了该领域的“浙
江制造”行业标准。但在发明专利申
请阶段，启飞智能一度面临困难。
“农
业植保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还属于一
个新领域，要取得发明专利成果，关
键部件的检测数据很是关键，新区能
够提供这种检测服务的企业屈指可
数。”据陈才华介绍，几经寻找之下，
最终浙江方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为
企业进行了检测服务，有力的保护了
企业的知识产权。
在新区，和陈才华
有相同想法的企业
不在少数。推动
智能装备制
造、生 物 医 药
研发、航空航
天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 记者 童志忠 摄

记者手记：

三共机械柔性生产线
相关技术服务型企业不可或缺。新
区只有培育更多像浙江方圆检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样的企业，才能更
有效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增强企业研
发投入的积极性。
在位于江东区块的三共机械，企
业副总经理武文锦则提出了一个更
现实的问题——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难。近年来，三共机械的
企业研发中心，相继上
马凸轮箱体柔性生
产 等 项 目 ，在 不
增加用工数量的
前 提 下 ，2020
年企业实现产

农业植保无人机

值接近 1.5 亿，相比 2015 年翻了接近
一番。
“如果能引进更多高端人才，充
实企业研发中心的力量，我相信企业
的自动化改造等新项目会进展更快，
产生更多效益。
”
企业走向科技创新驱动，归根结
底要靠人才来实施。尤其是在新区
的江东区块，引才难、留才难却成为
不少高新技术企业的痛点。为解决
人才队伍建设难题，杭州新松选择在
下沙成立新的研发基地——浙江省
机器人创新中心，以强化科研力量。
杭州新松的举措，只是个例，要想让
江东区块的企业也能成为人才乐园，
还需发挥政企合力，做好人才引育这
篇大文章。

科技创新是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近
年来，
在新区的政策支持
和相关部门引导下，
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和进行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
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019 年新区 R&D 经费
投入增幅居全市首位，
不
少企业在新区实现了由
“中小微”到“国高企”的
蝶变。2020 年，和利时
自动化、
明峰医疗等 8 家
企业的创新产品入选
“浙
江制造精品”。新技术、
新产品，
成为新区企业进
军高附加值产业链的有
力武器。
但同时也要看到，
新区企业的整体科研创
新能力和产学研协同发
展水平还有待提高。短
期内，人才资源不足、高
技术服务资源匮乏、技

术成果转化难，成为掣
肘不少企业做强科研创
新的重要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
2020 年新区在做好政策
兑现的同时，通过组织
重大技术需求揭榜挂
帅、科技成果拍卖等活
动，进一步打通了产学
研融合发展“最后一公
里”，受到了企业和高校
的一致认可，积累了可
复制推广的经验。
新区拥有浙江省最
丰富的高校资源，聚集
了一大批高能级新型科
研机构，人才不可谓不
多，创新资源不可谓不
丰富。新区企业要实现
创新发展，在提升自身
研发实力的同时，要树
立大人才观，创新科技
成果转化路径，精准对
接高校和高能级科研机
构，为企业重大技术需
求找到
“揭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