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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展现新担当。钱塘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同步走”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立区、创新强区，需要大招商助力、大项目建设、大企业引进、大

平台打造……同样，推进“高质量”，也需要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营造、奔竞不息的城市精神赓续，才能唱响主旋律、拧成一股绳。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独有的标

识，是其最为闪亮和耀眼的所在。当城市面临困境压力时，文化与精神就是城市生命体的最强保护，它不但能在困难和险阻面前挖掘出自身最大的潜力，而且能够引领

这座城市攻坚克难，毅然向前。可以说，正是有了丰厚精神的保护和滋养，城市才能够迎难而上、持续接力。

人拉肩扛造出的广袤围垦大地，自从诞生之日起，这片沃土就自带一股“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豪情，围垦精神和创业文化犹如薪火传承，这里的人民，便始终保持

着筚路蓝缕、砥砺奋发的干劲，这才有了垦区变园区、滩涂建星城的奇迹。一路走来，我们仍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做大做强平台、做优做精招商，以又一次“大围垦”“大建

设”“大开发”的使命担当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平台打造，这是钱塘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延绵的使然，同样，在努力拼搏的新征程中，钱塘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也必将在

新时代里因钱塘梦圆而更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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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钱塘科学城全链路政产学研服务体系
实践与思考

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 喻蔚

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杭
州要加快建设全球创新策源地，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和高校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构筑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首选地，争取建成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全面深化区校合作、产学研协
同发展”是钱塘区高能级战略平台重要建
设规划内容之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链
条不完整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的根
本原因之一。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
链条，推进高效率科技成果转化，对推动
钱塘科学城主动融入杭州创建国家综合
性科学中心版图是一个重要切入口。

一、现状与问题

钱塘区有全省最大的高教园区，共有
14所高校、25万在校师生，省部级重点学
科109个，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3
个。全区有10万余家市场主体，形成了高
能级智能制造的“515”产业体集群，聚集
了中科院基础医学和肿瘤研究所、钱塘科
创中心、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等
重大研发创新平台，但在产学研合作上和
资源禀赋差异上存在如下问题：

1.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成果
转化的原始需求导向不一致。由于体制与
机制等，导致合作与交流的深度与层次还
比较匮乏。目前区内产业实体大部分不具
备自己的研发中心，或者研发创新任务需
求侧严重依赖第三方和高校研发机构；然
而高校的科研成果往往来源于阐明技术原
理和规律的基础研究，成果形式是论文和
发明专利，且很难与企业的市场需求目标
相匹配。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都有着自身
局部利益目标和体制特点，比如高校知识
产权属于高校与个人共有、研发团队共有，
专利转化分配存在法律上障碍等，较难就
两个系统之间整体达成目标。

2.校企科技创新资源禀赋差异，导致
区校技术创新合作不够集中。一是园区

高校科技资源与钱塘区主导产业匹配度
不高。当前钱塘正在大力推进“515”产业
体系，然而14所高校中仅有3所理工科院
校，优势重点学科支撑与上述产业体系还
有较大差距，且在航天航空、智能装备等
领域有真空。二是高校科研成果资源分
散，且现有专家库、成果库、企业库等数据
资源缺少整合集成，校企合作存在多头行
动，单打独斗，信息不对称，缺乏统筹安排
和科学管理的碎片化现象。

3.缺乏市场化产学研孵化运营机构
和基金导入。激活政企校等不同主体创
新要素的流动、聚合和成果的转化驱动力
不高。尽管当前钱塘已有多个政产学研
金等创新主体，但是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
体间交叉环节与临界环节——体制机制
不完善，从研发、应用到最终实现产业化
的创新链条上，产学研协同创新仍存在较
多障碍和明显的断裂带，突出体现在缺少
专业的市场转化平台和风投基金。

二、对策思考和科学城措施

1.企业侧角度：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建
设自身的研发运作中心。企业是技术协
同创新的组织者，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创
新资源整合者，在创新需求调查阶段，企
业作为市场最直接的接触者，可以及时准
确地了解到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将
这些需求转化为开展创新的动力，并在研
发、检验、试验阶段通过委托开发模式、合
作开发模式、共建研发实体模式、共建经
济实体模式。

案例：中国（浙江）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创新中心

钱塘科学城内的中国（浙江）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由全国机器人产业链龙
头企业新松机器人、双环传动、慈星股份等3
家上市公司和浙江大学、金沙江联合资本
(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单位，以独立法人
形式共同出资建立，是浙江省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领域的协同创新平台和新型创新载
体。中心投入研发资金3000万元，仅机器
人研发创新中心2021年取得研发收入
2283.54万元，2022年预计超过5000万元。

2.政府侧角度：构建全链路产学研服
务体系的探索。钱塘科学城依托高校产学
研联盟持续探索政企校柔性引才机制，构
筑多元协同、多维互通、层次渐进的特色产
学研服务体系。一是建立“钱塘高校服务
驿站”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目前已与医
药港、大创小镇等六大产业平台及和达高
科、杭州正泰中自科技园、中国药科大学
（杭州）创新药物研究所等建立12个“钱塘
高校服务驿站”，探索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
与载体平台协同共建新型合作模式，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二是通过“钱塘企服
汇”延展产学研服务关系。产学研联盟钱
塘中心依托国家、省、市、区各项政策及服
务资源，搭建产学研服务的外部人才链、金
融链、政策链、创新链资源，为校企产学研
服务的有效对接提供后续支撑。三是探索
升级“钱塘校融一体化平台”，搭建数字化
产学研平台，学习借鉴江苏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建设的技联在线平台，建立区内高校
企业专家资源库，打通企业需求侧和高校
供给侧科研转化的障碍，解决科技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案例：科学城“博士入企”开展精准产
学研服务

“创新驱动促转型、高校博士进企业”
活动是特色“三题模式”践行者。建立智
慧大脑专家资源库500多人，为企业提供
多种形式的技术问诊、趋势分析、行业判
断等服务。自2017年开始，已开展五期，
累计参加企业有200家以上，报名参加的
博士超500人，实现匹配近140家企业，期
间产生了多项校企对接及产学研合作成
功案例，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加
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效助推区内经济
提速和高质量发展。

唱响新征程之歌 发力最美“新义蓬”
义蓬街道 汤筱颖

作为一名新上岗的街道宣传工作负责
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一次次
深入学习与思考中，我逐渐认识到做好宣传
工作的根本在于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做
好宣传工作，就是凝聚人心，唱好多元协奏、
雅俗共赏、催人奋进的新征程之歌。

坚持旗帜高扬导好航，唱响“奋进义蓬”
主旋律。同向方能同行。只有始终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旗，当好宣传工作先
锋军，唱响更有力、更优美的高声部主旋律，
才能团结各界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迈出最
好奋进步，唱好最和谐的立体声。一年来，
在“周六共学”“党员夜学”等系列活动中，每
一名街道党员干部都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党
史学习教育等学思践悟中，坚定初心、勇扛
使命，凝聚牢记“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
护”的强大共识。“蓬勃红”宣讲团激情发声、
傅永先烈士事迹陈列馆精彩开馆，“文化赛
马”“巾帼绣党旗”“迎亚运万米毅行”“清廉
书画展”等活动闪亮登场，让党的创新理论、
革命精神、文化精髓传遍寻常百姓家，红遍
义蓬热土地。2000余篇发布在国家、省、
市、区、街级各类媒体的信息报道，全方位描
绘着义蓬走在“现代田园型城区”前列的坚
定步伐和美好蓝图，就像一个个跃动的奋进
音符，引领着每一个义蓬人找准前行的坐

标、奋进的方向。
坚持民心所向聚好力，唱响“幸福义

蓬”最强音。心齐方能力聚。唯有始终牢
记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知民情，如实顺民
愿，务实解民忧，才能让宣传工作真正地
入耳入脑入心。2022年是钱塘区政合一，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抓落实之年，义蓬街
道深感核心区域的使命担当，一开年就接
续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企业
家和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走访老干部、
乡贤、少数民族、侨界、宗教人士等代表，
在共商共议全域“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发
展主线等宏伟蓝图中，团结起义蓬社会各
界最广泛的力量。同时，街道时刻关注民
生、注重采集“民声”，坚持“246”“234”街
村干部大走访的优良传统，深入田间地
头、企业商铺，以真情实感、身边事例，用
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政策解释到位，既让群众深切地体会到
我们干成了什么，更广开言路倾听群众还
需要什么，把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引导到
位，用群众的更大认同营造和谐文明、良
法善治、德治礼序的良好氛围，扎实提升
每一个义蓬人的幸福指数，团结人民群众
与党一条心，唱出时代最强音。

坚持服务大局站好位，唱响“最美义
蓬”时代歌。位正方能有为。站在钱塘

发力赶超的新起点上，以“钱塘核心·最
美义蓬”为总目标的义蓬，更需要宣传工
作保持定力、精准用力、持续发力，努力
实现“四变”。变“平面化”为“立体化”。
用足用好已有宣传阵地，建设微融媒体
中心，聚焦打造青六路这条钱塘“中心
轴”，推出一道道展现义蓬城市功能优
化、产业迭代升级的“视听盛宴”，让“义
蓬新起航”的好声音不断在“圈群”刷
屏。变“业余队”为“专业队”。创新思路
方法，强化有效手段，全力培养复合型、
技术型、应用型的宣传工作人才，打造一
支敢打硬战、能打胜仗的宣传队伍，为义
蓬宣传工作走前列、争先进注入最强动
力。变“单兵种”为“多兵种”。借势借力
与省市区各级各类媒体深度合作，及时、
有效、多维度地讲深讲透义蓬人民在全
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之路上的好故事，
让义蓬成为共富之路上的最美风景之
一。变“送文化”为“种文化”。发挥群众
主体作用、智慧活力，研究文化生活的经
常化、本土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挖掘、
传承并发扬围垦文化、潮涌文化、移民文
化等钱塘文化精髓。让“我们都是钱塘
人”的文化根脉、文化自觉，深深地种在
每个义蓬人的心中，让“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这首义蓬之歌永远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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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街道党员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了“围
绕‘钱塘核心、最美义蓬’总目标，以全域‘城市蝶
变、产业迭代’为发展主线，以全面‘争第一、创品
牌、出亮点’为工作理念，奋力开创义蓬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新局面”的年度工作
总要求。围绕街道党工委的要求，个人对2022
年度街道招商工作也作了一个粗浅的思考。

正所谓，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再漂亮也是空
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再高端也只能空转。
如果说，产业是街道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招
商引资就是催化剂。抓招商引资就是抓优质增
量经济，就是抓结构调整，就是抓转型升级。认
识有了，怎么干是关键。2022年我的想法是：抓
实“七个字”，共建义蓬招商同心圆、共富圈。

一是思想认识上，突出一个“紧”字。义蓬
的发展随着两区合并、战略规划调整、十大平台
设立以及噪音线划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建设
的先发优势、核心地域的区位潜力、开发建设的
资金储备等都受到了较大冲击，前有标兵、后有
追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应该说，当前的义
蓬正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迫切
需要在产业纵深发展进程中加快取得新突破，
义蓬发展的现状让我们等不起、慢不得，街道机
关、村社全体人员必须抢抓前、后亚运机遇期，
抢抓江海之城、高铁新城建设风口期，把招商引
资工作作为义蓬产业迭代的生命线工程，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责任感抓实抓好。

二是工作方法上，突出一个“统”字。招商引
资是一项低门槛但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任何人都
有资源，都能招商，但要干好很难。当前，义蓬全
体干部对做好招商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共识已
经基本形成，如何发挥好八办三中心、28个村社
39支招商小分队的作用，在百花齐放的同时最大
限度的整合资源，实现招商队伍从数量向质量的
转变是关键。我们要通过制度机制，加快街道招
商“大脑”建设，把招商资源整合到一个平台、招
商信息汇集到一个口子、招商成果集聚成一定规
模，更好的服务推动街道产业迭代。

三是抓手举措上，突出一个“情”字。到义
蓬工作2个月，在项目的招引商洽过程中，在人
员的对接交流中，对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义蓬乡
贤对家乡的深爱之情，是长期扎根义蓬的企业
家对义蓬这方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恋之情。和
兄弟街道比，义蓬家大业大，没有更多的资金支
持招商。和区级平台比，街道留存有限，没有更
好的政策扶持招商。唯有这份亲情和感情，它
是我们义蓬招商的基础和底气，是义蓬招商最
大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必然也应该是义蓬下
一步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是落地导向上，突出一个“赢”字。要双
赢，就要求对招引对象要有所选择，我们要认真
分析每一个投资项目，不能是见商就招、见资就
引、“见佛就拜”，不管什么项目“一把抓”，始终还
是要坚持“量质并举、以质为先”，符合义蓬实
际。既要通过建立项目招引、服务、培育、成长全周期助企发展工
作机制，让招引项目落地生根、迅猛发展。也要火眼金睛，围绕增
拓税源、人才科技、产业提升、解决就业等重点，招大引强，让落地
项目增添街道产业迭代新动能，实现政府、企业互利共赢。

五是创新突破上，突出一个“谋”字。钱塘不仅是行政区，更
是国家级高新区，地标建筑高新大厦矗立在义蓬，这也意味着义
蓬理应是产业创新的高地，义蓬的招商工作也应如此，要用跳出
义蓬看义蓬的格局和视野去谋划招商，要用系统思维的眼光和
思路去引领招商，通过做好街道产业规划，对义蓬56平方公里
的产业方向进行细致布局，有的放矢，充分发挥义蓬地铁、高铁、
机场、快速路的叠加优势，谋划推动钱塘南大门、头蓬老街等一
批重点项目，充分挖掘萧山机场、大会展中心临空经济、会展经
济，创新推动形成区域集聚效应，快速推动义蓬产业迭代。

六是考核评价上，突出一个“奖”字。招商工作总的还是以激励
为主，围绕更好激发和调动街道机关、村社干部招商工作积极性，推
动形成全民招商的氛围，搭建高附加值招商考核评价体系。简单来
讲，就是招商工作上到主要领导、下到每一位村社干部、机关工作人
员，都是义蓬招商专员，要通过落实村社存量贡献提质、低效盘活、
项目招引、园区补助等奖励政策，完善项目招引有效信息提供激励
政策，让全体义蓬干部围绕义蓬产业迭代贡献更大力量。

七是招商生态上，突出一个“环”字。招商工作应该也必须是一
项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任何企业都是以生存为底线、发展为根本，项
目招引进义蓬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让招引的企业在义蓬更好的发
展，同时为义蓬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两者互为支撑、相互作
用，良性循环。要通过针对性的制定并落实更多的配套服务措施，
打造更好更优的营商环境，形成良性工作闭环，营造优异招商生态，
从而推动形成街道产业迭代招商工作同心圆、共富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