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12

探索｜苏创｜新知 第145期

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红梅 / 版式：牛旭丽

邮箱：xhrb2018@163.com

本报讯（记者 谢诗涵）日前，由东南大学与南京江北新
区合作共建的东南大学江北新区国际创新港启动建设，集成电
路设计自动化创新园正式奠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何将发
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
好结合起来？此次“创新港”建设是校地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

据悉，东南大学江北新区国际创新港具体建设将分两
期完成：一期建设重点打造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EDA）创
新园、生命医学国际创新园、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等配套设
施，占地总面积约300亩，规划建设载体面积约60万平方
米，规划建设资金约 80 亿元。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
（EDA）创新园以国家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EDA）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为引领，配套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生命医学国际
创新园重点建设江北新区和东南大学共建的生命科学与医
学国际高等研究院和动物实验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以及国
际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二期建设重点打造中英工科大学
教育与研究联盟创新基地、医工交叉国际高等研究院、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际高端产业孵化以及国际一流企业
研发总部为一体的创新基地。

“国际创新港主要是在创新形态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创
新，而非具体技术上的创新。它着重于打造一个校地融合的
新生态，将学校、企业和政府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融合在
一起。”东南大学副校长丁辉在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前，光刻机、EDA等技术都面临挑战。EDA是集成
电路产业中最前端、最基础的关键技术，而目前中国EDA产
业人才紧缺，基础较薄弱，亟需从国家层面整合资源，统筹布
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可以集成150亿个晶体管。
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希望加大对集成
电路的设计研发，聚集国内EDA先进人才、企业和国际一流
团队，为南京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丁辉说。

瞄准生命健康和集成电路

东大与江北新区
共建“创新港”

本报讯（记者 张宣） 近日，江苏省科技厅发布了
2020年度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结果，全省
591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35家省级以上大学科
技园，有93家被评定为优秀，246家被评定为良好，270家
被评定为合格，8家被评定为不合格。其中，评为优秀、良
好的孵化器占参评总数的55%，合格率达99%，总体运行
质态较2019年进一步提升。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服务人才创新创业、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省科技厅在优化建
设布局、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建设水平、强化政策支持等方面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累计下达省级奖励资金2.4亿元，带动地
方投入6.7亿元，推动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取得了良好
进展。截至目前，全省纳入统计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
965家，在孵企业超过3.5万家，其中国家级239家，国家级
孵化器数量、面积及在孵企业数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发挥绩效评价导向作用，加强
科技企业孵化器规范管理，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加快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省国家级孵化器数量
保持全国第一

发布

本报讯（葛灵丹 王灿 傅鹤强）桥是空中的路，我国
桥梁建造数量不断刷新记录，呈现出“百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的盛况。但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桥梁坍塌事故，使桥梁
安全问题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桥梁缆索病害是造成桥梁安
全问题发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如何使用高科技手段守护桥梁“健康”？日前，南京邮
电大学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慧眼识桥”团队立足
实地检测需求，设计研究“桥梁缆索检测机器人”项目，全自
动、全方位、高精度地对缆索表面及内部病害进行检测，使
缆索病害无处遁形，能够有效解决高空缆索检测难题，守卫
人民的出行安全。

由于桥的设计不同，机器人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南邮
“慧眼识桥”团队从磁吸附机器人技术出发，首先面向具有
一定挠度的缆索检测刚需，设计了运行高效的轮式爬升机
器人；为了解决大跨度、超长缆索检测难题，团队创新研发
基于柔性爬升机构的双边轮式爬升机器人；针对高振幅缆
索检测，团队提出了三轮全驱动爬升机器人，采用开放式串
联爬升机构，提升了驱动能力和负载能力，大幅提高机器人
的稳定性。“我们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可以实现安全回收，机
器的检测速度达0.3m/s，比人工快4倍，能耗低，而且安
全、高效、节能。”团队负责人何皓明介绍。

根据我国《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管理规定，
新建桥梁满1年后，在运营时间10年内，至少保证3年内进
行1次全面检测；运营超过10年，每年需要进行1次全面检
测。缆索表面的常规检测需要半年1次，缆索内部的常规
检测需要1年1次。这也意味着，桥梁缆索检测市场规模
巨大且需求迫切。何皓明告记者：“桥梁缆索检测需要花费
大量的物力、财力，我们的机器人成本低，能够高效满足桥
梁检测的需求，为人们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目前，“慧眼识桥”团队已携手中铁大桥局连镇项目部
为五峰山长江特大桥通车助力，并赴汉江大桥、杭州湾大
桥、武汉军山大桥等多地进行实地检测。在投入试用与实
地的过程中，团队的桥梁缆索检测技术得到了中铁大桥局、
江苏建研建设等多家大型企业的肯定：团队的检测机器人
解决了缆索检测难题，真正实现了智能化检测。何皓明也
表示：“我们会不断推进此项目，朝着绘制桥梁缆索检测蓝
图、助力交通强国的目标不断奋进。”

南邮“慧眼识桥”团队成功
设计桥梁缆索检测机器人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拓 张宣

盘活校内智力资源，
创业导师“唾手可得”

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智力资源与技术服务
平台，园区大多设置在大学内或学校附近。
凭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适当运用校
内智力资源和技术服务平台成为各个科技园
的“法宝”。

漫步在南京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南京
大学-中兴财务研究院、华为-南大LAMDA
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等一系列挂牌的龙头企
业的校企联合实验室星罗棋布。“近年来，南
京大学建立高校创新资源对接整合机制，汇
聚各类技术服务资源，为科技园整合引入了
一批应用技术服务平台和龙头企业的校企联
合实验室。”南京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季青说，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研发机
构和“南大系”优秀企业的入驻，整合了高端
创新平台，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衔
接，实现科研与产业在园无缝对接，推动成果
转化，服务企业技术创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围绕
学校特色大气学科投资和孵化企业，大气学
科依赖于高端的信息处理和计算技术，面向
企业的气象服务技术门槛很高，产品研发成
本、服务成本、运营成本都远高于面向公众的
气象服务。“因此，学校将高门槛的计算资源、
数据资源提供给园区企业，比方说大幅降低
他们使用超级计算机的经费，尽可能对他们
开放一些可公开的商业数据，使得他们在同
类型气象科技企业中具有先发优势。”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夏景明说。

20名院士等高层次人才、1600万元种
子基金、50多名校内创业导师……扬州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千方百计挖掘校内智力资
源。科技园总经理王桂林介绍，园区与扬州
大学33家部省级以上工程中心、实验室等紧
密合作，依托优势学科和研发团队成立学科
型企业，制订政策实施成果赋权鼓励师生入
园创业，打造了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综合科
技服务、投融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4
个平台，依托一站式服务中心及智园云管理
系统，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更加
科学高效地服务入园企业。

“学校现有江苏省‘2011高校协同创新
中心’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个、省部级
工程技术中心9个，产业技术研究院8个、研
究所（中心）63个。”盐城工学院大学科技园
主任许琦如数家珍，这些创新平台为在园企
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学生遇到难题都可以
直接与创新平台对接解决。学校建有创新资
源共享机制，学校的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在大
学科技园建立查新分站，学校的图书馆等信
息资源直接对大学科技园开放共享，科研创
新平台服务内容在大学科技园网上公布，实
现信息开放共享。

温床中孵化，
“家门口”就是创业大舞台

大学科技园是毕业生创业就业的大舞
台，在正式踏入社会以前，科技园是温馨的孵
化器和“安全屋”，大学毕业生在这里放心施
展拳脚，一批创新创业成果如雨后春笋喷涌
而出。

江苏菌均君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微生物护肤产品研发及制造的高科技
企业，在皮肤微生态修复领域积淀了大量优
质核心技术。南京优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慧学习系
统的研发，多次荣获中国金软件奖等称号。

“这两家企业分别由生命科学学院毕业
生程宇豪和谢朝辉创立。”季青介绍，南大
科技园依托南京大学“五位一体”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结合南大科技园“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的全链条科技企业孵化育
成体系，营造最佳的学生创新创业环境，如
今，南大科技园已培育了一大批学生创业的
优秀成果。

2015年，扬州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专业硕士张志鹏入驻扬州大学科技园大学生
创业苗圃，创办了国内农牧项目孵化第一品
牌“乡信我”，精准服务农牧领域创业大学生
群体。“科技园组织创业导师团队全程跟踪指
导，我经过2年的创业实践，时机成熟后成立

公司，运营3年来江苏省内多地设立了农牧
创业培训中心，累计合作企业100余家，服务
大学生创客6400余人，指导、帮扶大学生创
业项目136项，帮助48名返乡大学生创客成
功创业。”

提到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扬州大
学共建创新创业学院，张志鹏感慨万千：“是
学校成就了我。”组织项目路演、创业大赛等
各类活动，江苏海洋大学科技园逐渐成为师
生的“创梦工厂”。许多凝聚着师生创客心血
的项目，顺利完成从“学校路演”到“基地培
育”再到“入园孵化”的三级跳。

“科技园对我们进行系统的培育和支
持，我们先后获得江苏海洋大学第三届挑战
杯创业大赛第一名、江苏省挑战杯创业大赛
铜奖，还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获得10万元的最高资助。”“虾兵蟹将”大
学生创业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和同学
先后成立了连云港海康生物科技、江苏嘉
驰海洋生物技术等企业，也取得了不错的
效益。

“学校坚持校地合作，在大学科技园建
立了盐城创业研究院和盐城青年创业学院，
面向在校学生开设‘创业人生’等创新创业
类课程。”许琦介绍，学校鼓励大学科技园的
科研团队或者孵化企业吸纳在校生参与，如
园区的盐城卡洛泽科技有限公司就由学校
教师创办，公司的国家级众创空间吸纳了
20多名大学生参与。为培育大学生创业激
情，学校还于2020年11月与盐城市政府合
作成功举办“首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创
业大赛”。

创新转化机制，
科技成果“秒变”现实生产力

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物理上最近的
距离是大学科技园。在超短的空间范围内，
成果转移转化如何释放出更大的动能？

季青介绍，南京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充
分发挥南大特色的“基础研究→创造技术→
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的系统性优势，推动
校内科技成果转化。目前科技园依托南京
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组建专业技术转移服务
团队，加强对南京大学科技成果的梳理、跟
踪、挖掘与整理，建立南京大学科技成果项
目库，累计收集两千余项可转化成果，涉及
资源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技术
领域。

如今，南大科技园在园企业涵盖电子信
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共拥有知识产权
一千余项，成功转化南大科技成果四十余
项。自主创新垂直电荷转移成像器件（VPS）
技术，研发出世界上规模最大、分辨率最高的
成像芯片。

过去技术转移中心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科技处一个业务部门，如今技术转移中心已
经是科技园的全资子公司，“从学校职能部门
的工作，到企业市场的任务，我们正在做好有
机的衔接。”夏景明说，学校拉长完善园区企
业的孵化链条，助力企业变大变强，“学校在
江北新区合作成立了中国气象谷，成为科技
园的‘下游’和‘出口’，经过科技园孵化加速
的企业，顺利度过种子期和苗圃期，在我们新
区的产业园进一步成长。”

他举例说，南京信大气象科学技术研究
院，就是在科技园孵化的企业，2018年送入
江北新区智能制造园，短短三年内企业业绩
增长了600倍，去年创新周南京市委领导也
点名表扬该企业，并肯定了学校对它的持续
支持。

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校内科技成
果转化的路径则是与扬州大学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分别签约成立分
中心，配备专业化服务人员，加强科技成果
供需信息共享，出台激励政策。扬州大学成
果在科技园内转化的可以获得资金资助或
奖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体系。依托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扬州
大学近三年与地方和企业进行各类横向合
作1918项，合作资金2.96亿元，参与合作的
专利及其他成果610个，参与服务的人才
780名、团队256个。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省
级以上大学科技园达36家，孵化面积超过
125万平方米，拥有在孵企业2150余家，累
计毕业企业2700余家，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支撑。

江苏新增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总数继续领跑全国

跻身“国家队”，科创“助推器”破茧而出

□ 本报记者 张 宣

日前，科技部火炬中心在西安组织召开
国家高新区“碳达峰碳中和”技术革命与产业
变革高峰会议。会上，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
我省苏州工业园区、无锡高新区、苏州高新
区、常州高新区、南京高新区及青岛高新区等
12家国家高新区代表共同发起《国家高新区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宣言》。
记者了解到，“行动宣言”包含六大主旨：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大支持前沿性、颠
覆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加快绿色低碳技术
产业化；积极培育支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完
善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
着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化、国际化发
展。“行动宣言”为国家高新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指明了行动方向和重点任务。

《科技周刊》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我省
“十四五”规划出炉时就专门提到加快壮大绿
色低碳等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的大背景下，我省国家高新区早已行动起

来，努力下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先手棋”。
无锡高新区于今年挂牌成立了江苏省首

个零碳科技产业园——无锡零碳科技产业
园。“‘十四五’期间将在强化绿色技术供给、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健全绿色发展机制等方
面全面推进‘双碳’工作。”无锡高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新吴区副区长、无锡太湖国际科技
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朱晓红在会议上表示。据
了解，无锡高新区建成了一批运用光伏、储
能、微电网等多种技术，涵盖企业、园区、社区
等多场景的行业应用示范。

会上，松下能源（无锡）有限公司还作为
企业代表介绍了建设零碳工厂在无锡高新区
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科技节能。”松下能源
（无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利民说，“在耗能
最大的车间里安装了AI智能EMS节能自动
控制系统，这是松下集团自主研发的基于物
联网技术的节能自动化系统，可以根据温度、
湿度、送风机频率等指标而实时调节生产设
备，使之一直控制在最节能状态。”据了解，该
公司还引入光伏发电设备，屋顶上铺设了规

模面积2.2万平方米的太阳能光伏板，发电
容量1.6兆瓦，不仅满足了工厂日常照明所
需供电，更为节能减排作出了贡献。

发力绿色低碳，苏州高新区引进了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苏州可持续发展创新合作示范项目在苏州
高新区启动。该项目结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
与苏州高新区发展实际，促进先进绿色低碳
技术的联合研发、管理、转化、推广和应用，推
动绿色技术创新示范工程，支持苏州高新区
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助力长三角建设全球
可持续发展典范。

今年3月，苏州高新区还创新性发行江
苏省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亿
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3.5%。“碳中和”债券
是绿色债券的子品种，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
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且需明确披露碳
减排等环境效益信息，确保碳减排效益“可计
算、可核查、可检验”。

位于常州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英集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水电气综合能源的管理运

行智能方案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化。“企业内部
生产用水通过区域锅炉房来提供，污染严重
效率低。现在通过智慧综合能源系统链接生
产的余热，跟生活区连接，提升生产的余热效
率，去年冬天能提升2%左右。”英集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副部长周栋告诉记者，这
项成果已经应用在北京、郑州、沈阳、济南等
10多个城市项目和大型企业，取得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高新区在30年发展过程中一直高擎绿
色发展大旗，倡导绿色和清洁生产，严格限制
污染企业，促进了园区经济、社会、自然与人
的和谐发展，以实际行动实践科学发展观，以
发展成效体现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经济和环
境比翼齐飞。”江苏省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张华表示，江苏是园区经济，高新区如果率先

“脱碳”，能够有效推进绿色工业的发展进程，
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我省
高新区不断形成低消耗、高附加值、高带动力
的新兴产业集群，绿色低碳已成为江苏高新
区的亮丽名片。

参与发起“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宣言

江苏高新区：用科技力绘制绿色发展新图景
新锐

科创
江苏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公布了第十一批国家大学

科技园认定名单，我省有5家大学科技园入围，占全

国比重超过1/5，全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总数达到20

家，继续领跑全国。大学科技园将高校科教智力资源

与市场优势创新资源紧密结合，推动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和开放协同发展。此次新增的5所大

学科技园为何能脱颖而出，它们身上都有哪些优势值得借鉴？《科技

周刊》记者逐一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