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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

科创
江苏

□ 本报记者 王 拓

紫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被誉为“海洋蔬
菜”。紫菜养殖是我国海水养殖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据
统计我国紫菜产量不足海藻总产量的 1/10，但产值却占
全年海藻总产值的约 2/3。《2020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江
苏省数据表明：海藻栽培总量为 41395 吨，其中紫菜
41095 吨（干 重），约 占 总 量 99.28% ；紫 菜 栽 培 面 积
41667公顷，约占全国总量的56%；总产值超过100亿元
人民币。

传统的紫菜栽培模式下，我省紫菜栽培产业发展面
临诸多困境，紫菜筏架上附生绿藻一旦脱落，在适宜的
海水环境中迅速扩张，对黄海绿藻爆发也会带来可能
性。因此如何减少在紫菜栽培过程中绿藻的附着，实现
紫菜生态化高质量养殖，是保障紫菜栽培产业健康发展
的关键，是江苏沿海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该如何克服传统紫菜栽培方式的短板，推动全省紫
菜养殖产业技术革新呢？2020年初，受省自然资源厅委
托，江苏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水产学院院长徐军田教授
带领江苏海洋大学藻类生物学科研团队，对苏北浅滩大
约 20 万亩的紫菜养殖筏架上绿藻的构成和分布进行详
细的调研。

“紫菜养殖周期就是每年 10 月到次年 5 月，要想搞
清楚绿藻分布的情况，就要在这个周期内尽可能多进行
实地采样，采样数据网越密越好。”2020年3至6月，为探
明江苏紫菜养殖筏架附着的绿藻生长情况，徐军田组织
团队多次到南通、盐城、连云港等地，下养殖区调查采
样。“江苏大部分海岸带多为淤泥质，退潮后可形成宽度
数十公里的滩涂，是我国紫菜养殖的重要区域。由于滩
涂地质条件特殊，采样点只能步行前往。”他说。

2020 年 5 月，徐军田带队在盐城射阳采样。“江苏南
部紫菜筏架区主要集中于辐射沙洲海域，该海域流场复
杂多变，航道蜿蜒曲折。由于沙洲区地势较高，高潮适航
期时间很短，因此大船靠不上去，只能趁高潮期乘快艇登
滩或靠近筏架作业。”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采样分析，一张完整的“紫菜筏架
绿藻分布图”诞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绘制的‘紫菜筏
架绿藻分布图’是数据最翔实的，为研究黄海绿潮爆发机
制，从而科学防控绿潮爆发提供了决策依据。研究紫菜
养殖筏架附着的绿藻与黄海绿潮爆发的关系，更加需要
经过多个紫菜养殖周期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这只是我们
工作的起点。”

徐军田介绍，推动紫菜养殖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才
是关键，需要在养殖技术、养殖工艺上不断革新。传统的
紫菜养殖一般开始于每年的10月份，伴随紫菜筏架设施
下海，往往在紫菜网绳、筏架和缆绳上附生大量绿藻。当
海水温度维持在 20℃时，绿藻快速生长，导致紫菜网帘
上幼苗分布不均匀，从而降低紫菜产量。网帘上附生绿
藻，在采收后须经人工挑除再用于紫菜加工，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大大影响了采收和加工效率。同时，未被挑出
的绿藻也将影响干紫菜的品质与价格。

徐军田和研究团队着眼未来，与南通宏顺水产品有
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了集成紫菜栽培全周期的
生态立体防控绿藻技术体系。他针对紫菜栽培过程中绿
藻大量附着的问题，研究开发紫菜养殖筏架竹竿、缆绳等
关键结构的新型替代材料以及配套工艺；改良现有冷藏
网操作技术规范，形成针对绿藻浒苔清除的新型冷藏网
技术；同时开发针对绿藻浒苔的环境友好型除藻剂，有效
杀灭筏架附着的绿藻。

基于这个生态立体防控关键技术体系，在辐射沙洲
栽培海区，建立绿藻防控紫菜生态养殖示范区，评估整体
防控效应，“我们将立足紫菜养殖示范区，进一步进行集
成技术的辐射推广，在基本保障紫菜栽培产业收益和健
康发展的基础之上，达成紫菜筏架绿藻浒苔减灾防控效
果，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徐军田说，紫菜养殖产业的健
康化、生态化发展，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老百姓的“钱袋
子”，关系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关系到海洋渔
业资源增殖增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格局”。

苏北紫菜筏架绿藻“露头儿”

江苏专家妙招打“藻”

科技
致富

快

讯

本报讯 （记者 蔡姝雯）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截
至2020年底，全省纳入统计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超
过 900 家，占全国的 1/6，国家级孵化器数量、面积及
在孵企业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在科技部火炬中
心组织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中，我省获
得优秀的孵化器数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科创板
上市企业中有40%左右经过孵化器培育。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
数量、质量、种类以及服务功能、孵化效果、社会网络等
方面实现了全面突破和提高，成为我省孕育和发展创业
型经济的主要源头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孵化高科技企
业、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牵头起草的“双创”服务领域
首个国家标准《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规范》（GB/T
39668-2020）258 号正式发布实施，全国共有 12 家单
位参与，其中我省常州三晶世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昆山莘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4 家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在标准研究起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多项指标全国居首

□ 本报记者 张 宣

日前，由科学技术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主
办的“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中国城市”十强城市名单发布，我省南京市
和苏州市入选。在此次评选中，外籍人才对南
京的评价为“社会公共文明城市的楷模”，苏州
则是连续第九年入选该名单。

我省为何能形成外国人才“强磁场”？记
者采访发现，创新的服务外国人才方式、“真金
白银”的政策保障和线上线下供需对接等措施
为我省引进外国人才立下汗马功劳。

近年，江苏各市立下引进海外人才“目标
书”，南京在创新名城推进大会上连续四年出
台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引进海外人才；苏州在
开放再出发大会上明确，到 2022 年末引进外
国高端人才 2500 人；无锡设立太湖人才峰会
推进海外人才项目来锡落地。

我省为何要引进外国人才？“开放是科
技 创 新 重 要 指 标 ，不 能 关 起 门 来 搞 创 新 。
引进外国人才可以搅动科技交流的‘一江
春水’。”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张华说，美国硅谷一半以上的高新技术
企业人员来自海外移民，外国人才可以提
高一座城市的创新活跃度，带来国际上最
先进的技术理念和文化，反过来外国人才

选择落户哪个城市，也是对一个地方创新
程度的认可。

“南京就是我的家，我会在这里一直工作、
生活下去，继续研究推广汉字文化。”不久前，
美国人理查德·西尔斯来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
境办证服务中心，领到了盼望已久的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也就是中国“绿卡”。理查德·
西尔斯创办的汉字字源网于 2002 年上线，网
站汇集 10 万个古代中文字形，他被广大网友
称为“汉字叔叔”。2019年，理查德·西尔斯被
南京视网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特聘专家
引进，从事汉字字源研究与相关教育产品的开
发，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招才方式上，南京创新设立了“海智湾”国
际人才街区，并在去年12月正式开通。“在‘海
智湾’，沿街的商业载体会腾出‘黄金旺铺’，开
辟出海外人才专属接待大厅，所有事项清单可
以通过中英文微信客户端‘一网通办’，属地还
会抽调干部专门负责。”南京市建邺区委书记
李晖告诉记者，海外人才到人才公寓可以“拎
包入住”，还可享受3个月免租金，其间每人每
月发放3000元研习补贴。

南京还支持企业在海外建立“人才飞地”，
对于就地使用的全职高层次人才“视同在南京
工作”，可按规定申报科技人才项目。不局限
于人才一定要到南京，而是主动走出去，让人

才“为我所用”。记者注意到，在招才引智方
面，南京近年来总是体现出“先人一步”的思
路。比如，南京已连续数年，在每年的开学季，
面向所有在宁高校新生举行集中开学典礼，并
由南京市委主要领导出面欢迎。近年来，南京
引进外国人才的成果斐然，据统计，在南京市
创新创业留学回国人员（含国外绿卡、外籍人
员）4.3 万人，常住外国人（居留半年以上）超 2
万人。

苏州的引才秘诀是创新国际化人才工作
机制，首创高层次外籍人才出入境政策。早
在 2019 年初，苏州就在全省首吃“螃蟹”，成
为省内唯一区级可自行开展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全流程审批的区域。借助自贸区“红
利”，出台引进外籍人才“五项新政”，外国人
就业许可办结期限从 15 个工作日减少到 3
个工作日，符合条件的立等可取、实现“秒
批”，有效提升了外籍海归人才便利程度。成
立高层次和国际人才服务中心，从衣食住行、
子女教育、知识产权、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免
除人才后顾之忧，打破年龄和户籍限制，创新
制定人才社保优惠政策，妥善解决了海归人
才等高层次人才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的社保和医保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公布的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 园 区 常 住 外 籍 人 才 达 到
4300 人，约占全省的 1/6。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传统的
外国人才引进模式，但物理隔离“隔”不开化学
反应，江苏创新服务外国人才方式，2020年底
江苏外籍人才招聘网开通，在这个网站上，来
自南京大学、苏交科、先声药业等省内70余家
单位在江苏外籍人才招聘网发布 200 多个外
籍人才需求信息，岗位涉及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省内企事业单
位同法国、德国、以色列等19家境外高级专家
组织开展对接工作。

“在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下，江苏的国际人
才智力交流没有停止，许多外国专家积极通过
视频、网络与江苏开展合作攻关、人才培养，取
得良好成效。”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建设开通江苏外籍人才招聘网，打造外籍人才
线上线下招聘会，此举将加强外籍人才供需对
接、更好展示宣传江苏人才政策、更便捷服务
外籍人才、更有力支持江苏科技创新。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省持有效工
作 许 可 证 外 国 人 才 23963 人 ，约 占 全 国
10.7% ，居 全 国 前 列 ，其 中 外 国 高 端 人 才
8510 人，约占 35.5%，外国专业人才 15453
人，约占 64.5%，人才层次较高；苏州、南京、
无锡、常州、南通外国人才总量居全省前五，
泰州、连云港、徐州、扬州、镇江同比增幅居
全省前五。

我省创新城市花式揽才

2020年江苏外国人才数居全国前列

□ 本报记者 张宣 蔡姝雯

突破基础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勇
担“国家队”角色

《规划》提出，围绕提升重点产业领域
技术创新水平，打通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
业化的关键环节。“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
前使用的一些科学技术来源于国外，一些
科技应用是摸着‘外国人的石头’过河。
我们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扩大应用面或
者进行迭代改进，这条路取得了很大进
步，但再持续下去的空间不多了。”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中科院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说，面对
目前的科技贸易形势，我们必须依靠科技
自主创新，以实现更大的进步和突破，特
别是原创性内容的呈现，也就是常说的

“基础研究”和“从 0 到 1”的突破。
“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我们真的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摸着乱七八
糟的‘石头’过河。”陈雯形象地比喻道。她
以太湖治理为例，2007 年，太湖蓝藻突然
爆发造成水源污染，由于之前关于蓝藻治
理只有碎片化的研究，没有长期的数据积
累，也没有分析演化，这场爆发事件将科学
家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太湖里的藻类为什么会产生？为什
么会爆发？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撒药行
不行？清淤行不行？”陈雯认为，这些都是
基础研究的问题，突破了基础研究，就能发
掘到问题根源并解决。随着科学家的系统
研究和监测布局，现在太湖蓝藻治理已经
取得明显成效，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基础研
究突破的重要性。

“突破基础研究，单打独斗不行，需要
形成合力，需要国家队发力。”陈雯表示，她
曾做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分析，结果显示，
长三角内的单个城市创新能力很难和北
京、武汉等“PK”，为何不联合起来？

而且“国家队”很难被定义为某个城市
或某个团队，除中科院系统和某些直辖大
市以外，长三角城市已经在大量承担这些
基础研究工作；“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依
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组成“国家队”，这
是长三角城市群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她看
来，科技部选择年初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提出创新共同体的

概念是大势所趋。
“长三角必须做产业创新的开路先

锋。”她表示，上海、合肥已经成为国家综合
性科学中心，早在 2017 年，她所负责的江
苏省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就第一个提出南
京要向科学中心方向发展。“基础和前沿研
究，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地位。南京和
苏州每年年初都开创新大会瞄准创新名城
建设，这也是南京、苏州近年来每次在国家
创新城市排名领先的原因。”她评价说。

颠覆性成果源自跨学科，协同创
新在于开放共融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协同整合机
制，是一个由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
和其他因素交互而成的网络。科技创新和
一体化的成败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创
新生态。因此，《规划》从协同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环境提
出具体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三省一
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尽早取得突破。“从目前布局来看，部分
省 份 的 重 点 领 域 研 究 方 向 和 成 果 有 交
叉。这样并不利于整个产业发展，创新
的方式有很多，要像产业一样有分工。”
陈雯说，从她自身的科研经历来看，她很
担心大家一窝蜂地做同质化内容，很难
真正实现创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建华研
究员的观点也验证了这一点。“当前，长三
角内部互补优势明显：上海科技教育发达，
江苏实体经济基础好，浙江市场活力强，安
徽在新技术方面有后发优势。”陈建华认
为，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分工，实现中心城市
错位发展，推动周边城市主动接轨中心城

市以及融入城市群经济圈和科技合作圈。
一方面，注重提高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
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溢出效应；另一方
面，进一步提升周边地区对中心城市的支
撑和辅助功能。

谈及如何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构
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环境，陈雯表示，创
新生态就如同诺贝尔奖鼓励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在于这个生态内的跨界交流多不多。

如今，越来越多的颠覆性研究成果出
自跨学科。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
了瑞士生物物理学家雅克·迪波什、德裔生
物物理学家约阿基姆·弗兰克和苏格兰分
子生物学家兼生物物理学家理查德·亨德
森，以表彰他们研发冷冻电镜，简化了生物
细胞的成像过程，提高了成像质量。不少
诺贝尔化学奖的成果并非出自传统的化学
研究，而是涉及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因
此诺贝尔化学奖也被调侃为“理科综合
奖”，这也反映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我非常鼓励团队跨学科合作，这是典
型的放大效应。”陈雯说，真正的协同创新
是针对问题组团队，分享学习不同领域的
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拓展学术的边界，
增强解决跨领域问题的能力。

何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社会有
效率，资源不浪费

《规划》中这样描写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的战略定位：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
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创新需求，依托国家重
大科技创新基地和区域创新载体，推动科
技、产业、金融等方面要素的集聚、融合，塑
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新方向，促进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支撑形成
强劲活跃增长极。

“高质量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纲要下
被赋予了更新的使命。”陈雯说，这里的高

质量包含协同创新和合作竞争，包含创新
高地建设、G60 科创走廊建设和沿海沿江
创新发展带培育。

在陈雯看来，高质量的先行区首先是
有效率的社会，资源利用率高，较少的资金
取得较高的效益；其次，内部发展均衡共
享。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新，离不开高
科技，高科技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陈雯提
到一个案例，他们用专业技术指导农民种
菜，蔬菜产量翻番，农民的收入也明显提
高，生活也变得高质量，这个案例对应了民
生福祉的创新需求。

民生福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民
健康。针对《规划》提出的高质量要求，安
徽省合肥市已开始探索。“安徽是去外省就
医比例最高的省份，当地民众看病大多去
上海或南京，因此在‘十四五’规划立项时，
他们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板块提出加强区
域合作，补足短板。”陈雯认为，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江苏的生物医药也要加强产业
合作。

江苏生物医药领域发展水平较高，苏
州、泰州、无锡、连云港等地冒出一批全国
知名的医药企业，但提到原料药，首先想到
的是上海，上海有一项原料药普惠政策，很
多原料药只能在上海生产。“提到这个普惠
政策，是希望长三角一体化范围内也能制
定这样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空间和
新动向。”陈雯说，政策创新以外，生物医药
领域一定要有原创性。

“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药，这是打造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保障。”陈雯认为，江苏
的创新药基础较好。最新发布的新版国家
医保目录显示，江苏多个重磅创新药被纳
入其中。2018 年以来我省获批上市的 14
款具有申报资格的创新药中，共有 12 个成
功入选，比例高达86%，治疗领域涵盖了肿
瘤、艾滋病、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
疾病。2018 年以来我省获批上市的创新
药超出过去10年总和。

总之，江苏成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是
长三角一体化下江苏科技发展到一定阶
段必须实现的转型，江苏在如何抓机遇、
促发展、推转型方面有经验。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目前长
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规划、政策的协同机
制已经初步形成顶层设计，未来制约创
新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将在深化改
革中逐渐破除。预期在《规划》引领下，
未来江苏会再涌现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创新型企业家和创业投资企业家，形成
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科研机构
和创新型企业。

解读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解读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 ——

建好共同体建好共同体，，
看江苏看江苏““任务书任务书””和和““线路图线路图””

近日，科技部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

《规划》从协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环境、

聚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共同推进开放创新等四个方面提出

具体措施，明确到2025年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突破基础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关键

核心技术如何协同攻关？如何产生更多的颠覆性成果？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如何打造？《科技周刊》记者采访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决策咨询专家进行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