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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科创

本报讯 （张宣 张学法） 近日，以“中国探伤射阳智造”为主题的
中国·射阳首届无损检测技术创新论坛在射阳开幕。此次论坛共发
布 16 项技术成果，现场举行 8 个超声相控阵、产品智能化等领域项
目的集中签约活动。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副院长沈功田在论坛上介绍，作为高新科技领域的特种测试
技术，无损检测技术对许多大型设备安全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次论坛搭建了专家、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交流经验、凝聚共识
的平台，有利于加大对无损检测智能化发展、全生命周期检测监测等
方面内容的探索，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叠加效应，释放无损检测创新
活力，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沈功田对我省磁粉检测设备发展提
出精准建议。

据悉，作为特色产业，射阳无损探伤产业步入发展“加速期”，全
县探伤产业现有生产企业5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6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8家，拥有上下游关联企业近百家。目前，全县探伤产业
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5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5%，并实现部分产
品出口，形成产业集聚抱团发展。

射阳还注重产业人才引进。射阳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
引进“领军型创业创新人才”的实施意见》，政府与南京大学合作，成
立南京大学射阳高新研究院；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成立北京交通大
学射阳技术转移中心；与西门子公司合作，成立西门子研究院。

全国市场85%探伤机产品
“江苏造”

□ 本报记者 张 宣

“第一次知道创新还能积分，期望能通
过积分，得到各类政策叠加扶持，同时帮助
我们科学研判自身发展。”盛夏时节，听闻
企业创新积分制开始在国家高新区试点，
无锡中科德芯光电感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大福发出如此感叹。

刘大福所说的企业创新积分制，指的
是一种非财政、非金融、定量化、精准化评
价企业创新情况的探索性政策工具，是国
家高新区建立企业科技信用体系的有效手
段，也是我国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上的一
种探索。自今年年初，该制度被科技部火
炬中心推广以来，近日，积分制在我省无锡
高新区、常州高新区开启试点，引导创新要
素迅速向企业集聚。积分怎么计算？试点
以来成效如何？它和科技创新券有什么不
同？为此，《科技周刊》记者采访了部分国
家高新区和相关企业。

“获得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得
150 分、中国专利优秀奖可得 30 分、高新
技术企业可得 15 分，还有省引智计划、苏
州科技进步二等奖等都加分，到年底企业
年度积分可以达到300多分。”实施企业创
新积分制较早的江苏海狮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宏告诉记者，这些积分到了来
年就能兑换到创新资助等“真金白银”。

今年，企业创新积分制迎来“升级版”，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一设计的积分模
型，积分指标更加细化。常州高新区科技
局工作人员介绍，常州高新区在积分模型
的基础上从企业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
管理、创新产出、创新环境5个方面设计了
121 个具体的积分评价指标，主动汇通分
散在各管理部门的企业数据，按照不同成
长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综合量化评
价，并依据创新积分分值对企业予以融资
支持、政府项目支持和相应荣誉奖励。

“创新积分制是科技创新评估系统的
重新构建，可操作性强，精准性高，能有力
引导科技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更好地通过
地方财政激励政策和科技行政服务来引导
科技型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让科技型
企业能得到更多有针对性的支持，助力企
业创新发展。”常州高新区企业科技创新积
分管理试点工作启动以后，常州市委常委、
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斌如是说。

“运用企业创新积分制，能加快发现和
精准支持一批研发能力强、成长潜力大、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如果说高新
区现有科技企业‘三阶段’支持是精准施策
扶持企业发展的 1.0 版本，那么创新积分
制就是在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水平量化评
估基础上，开展更具针对性精准扶持的2.0
升级版本。”无锡高新区科技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王澄说，5 月 31 日无锡高新区正式启
动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从试点情况
来看，企业创新积分制是一种基于定量评
价、非传统财政或金融的新型政策工具，通
过建立起企业创新积分服务系统，能发掘
优质的“硬科技”企业，对其精准施策。

企业积分和张家港及常州有什么不
同？据介绍，无锡高新区的企业创新积分
制，是对现有企业进行动态量化评测和精准
画像，按发展阶段遴选企业、择优扶持，逐步
形成雏鹰、瞪羚、独角兽等创新型企业梯度
培育体系。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确定的“研发
投入、专利申请数、国家高企资质”等20个核
心指标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从创新资质、
高质量发展和负面约束3个维度提出“市级
以上雏鹰、瞪羚、准独角兽企业资质；企业安
全生产情况”等地方特色指标，设置“企业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辅助指标、反向指标”4类
一级指标、42项二级指标，全面评价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和经营发展水平。

除兑换到创新资助等“真金白银”，积分
还能“兑换”哪些福利？王澄表示，根据科
技创新积分，企业可享受荣誉激励、资金奖
励、信贷融资以及重点服务等优惠政策。比
如创新积分排名前列的企业，可优先获苏科
贷、锡科贷、新科贷等科技金融产品支持，结
合无锡高新区新近推出的“政策导航仪”对
企业实现精准送策、精准施策等。

王澄说，推行企业创新积分制，一方面
将原本分散的政策扶持统一转化为“积分
红利”，并通过制度设计的“加减法”，有效
集成政府各类支持政策，做到对企业的精
准支持、量化支持，增进政企之间的良性互
动和亲清关系；另一方面可积极调动金融
机构、投资机构等社会力量，引导创新资源
进一步向企业汇聚，解决科技企业创新发
展的现实需求。

“企业创新积分制是我省张家港市在
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县市建设过程中首
创，它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受到科技部和省
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江苏省科技战略研
究专家张爱华评价说，这一举措，有效破除
了县域体制机制制约科技创新的障碍，将
原本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财政、科技、人
才、金融等创新资源集成起来，对企业创新
投入与产出进行量化评价，最终以积分评
价结果为依据，精准量化地进行政策支持，
切实增强了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和创新能
力，提升了县域科技创新组织管理的科学
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省科技厅高新处负责人介绍说，下一
步，我省试点高新区将按照科技部火炬中心
的批复意见，加速推动方案的落地实施。通
过企业创新积分制，引导企业大幅提升创新
能力，加速发掘一批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努
力率先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示范区。

江苏首创，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企业创新积分制在全国试点

本报讯 （记者 张宣） 6 月 29 日，2021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报
告发布会在苏州举行，大会发布了《2021 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
报告》。据报告显示，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总数达 425 家，我省共 76
家企业上榜，数量居全国第3位，其中高新区内企业64家，是去年的
4倍，占全省的84%，主要分布在集成电路、创新药与器械、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智慧物流等领域。

近年来，省科技厅大力推进全省高新区加快培育高科技、高成
长、高价值“三高”企业，推动面广量大的科技中小企业加速成长为高
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催生潜在独角兽企业加速涌现，促进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高新区已经成为我省潜在独角兽企业主要孵育地。

我省高新区潜在
独角兽企业数量全国第三

本报讯 （记者 张宣） 日前，我省艾迪药业研发的1类新药艾诺
韦林片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适用症为治疗
HIV-1感染。这是继2018年我省前沿生物自主研发了首款国产抗
艾新药（注射用艾博韦泰）后，第2款获批上市的药物，创造了两款国
产抗艾药物均为江苏制造的佳绩。

艾 滋 病 是 一 种 危 害 性 极 大 的 传 染 病 ，由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HIV）引发，它能破坏人体免疫系统，最终导致人体细胞免疫功
能缺陷，引起各种机会性感染和肿瘤等疾病的发生。目前，国际
上尚无治愈艾滋病的特效药。艾迪药业的艾诺韦林片是第三代
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较高。艾诺韦林片
的上市，有望缓解当前国内治疗艾滋病药物稀缺的局面，将为我
国患者带来用药新选择。

我省第2款国产抗艾滋病
新药获批上市

本报讯 （记者 张宣） 近日，由我省中交天和自主研发、中国出
口海外直径最大、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的敞开式 TBM（全断面硬岩
隧道掘进机）走出国门，将用于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该 TBM
刀盘直径达8.98米、总装机容量9000千瓦、总重2500吨、长270米，
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巨无霸”，将于7月抵达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线路全长 640 公里，是“一带一路”
沿线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其施工所需的两台 TBM 均由我
省中交天和提供。“隧道的施工进度决定着该项目的进度，TBM
最大化地发挥效能，实现持续、快速掘进，确保隧道高质量完成，
对于整个项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交天和总经理助理、执行
总工杨辉介绍。

TBM 施工区域地层花岗岩占比较高，岩石坚硬（部分达到 200
兆帕），对 TBM 在硬岩环境下的高效破岩能力和刀盘结构可靠性提
出了极高要求。“针对复杂地质条件，技术部门为该装备配备了应对
一切难题的‘工具包’，应用了包括L1区锚、网、拱架、喷联合强支护，
多类型超前地质探测、自动消防灭火、长时效安全避险系统等多项世
界先进性技术和首创技术。”杨辉告诉记者，其中刀盘结构按照在最
恶劣的受力条件下 5 倍的安全系数进行了有限元校核，刀盘表面覆
盖了耐磨性更好的碳化铬钢板，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刀盘，满足长距离
硬岩隧道的掘进；配备超前地质探测系统，能够对刀盘前方100米的
地质进行有效探测，便于提前做好应对不良地质的应对措施，以快速
通过不良地层等。

TBM 是整个盾构机家族的重要成员，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与开
发，我国研制的盾构机越来越高效和人性化。目前，我省中交天和研
制的两台全球首创压注工法 TBM 正在以近 30 米/天速度向天山胜
利隧道中心点推进，无人化盾构机在天津 11 号线成功试验，中国最
大直径盾构机“运河号”在北京东六环项目始发，中国首台超大直径
同步掘进机厉兵珠海兴业路项目。

“江苏造”掘进机走出国门
多项技术全国首创

发布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实习生 晏庆合

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近日公布揭晓
榜单，江苏收获 6 项金奖、11 项银奖、124
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总数达141个，创历史
新高。

作为首批国家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试点省份，江苏在知识产权改革创新中
贡献探索经验。如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成功转化产品实现国产替代，创造巨大经
济效益？《科技周刊》记者深入采访，探询高
质量专利项目如何用技术含“新”量实现可
观的含“金”量的现实路径。

打破技术壁垒，企业创新主体实
力显现

此次获奖专利项目中，企业申请的达
127 件，占获奖总数的 90.07%，较去年同
期提升了 6.52 个百分点，企业作为创新主
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一
种闪烁脉冲的数字化方法”，打破了技术壁
垒，开启了 PET 全数字化时代，此次获得
了中国专利金奖。

“PET 是一种影像设备，能‘看清’人
体的新陈代谢，因此比大家熟悉的 CT、磁
共振能够更早地发现恶性肿瘤、神经系统
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等。”瑞派宁总经理
陈方介绍，传统 PET 一直受到超高速闪烁
脉冲信号采样问题的制约，因此，40 年来
传统 PET 始终未能突破“模数混合”的技
术路线，长期存在“测不准、使用难、应用
窄”三大短板，其巨大潜力始终没能充分发
挥。

2003年，谢庆国博士发表第一篇关于
数字 PET 的论文，提出一种多电压阈值

（MVT）采样技术。2009 年，瑞派宁团队
做出相关全数字化、模块化探测器，并申请
了一系列专利。“这一采样技术解决了超高
速闪烁脉冲信号的采样难题，相当于把
PET 从胶卷相机时代推进到数码相机时
代。”陈方告诉记者，获得金奖的专利是以
此为基础的系列核心专利之一。基于该专
利的全数字 PET 不仅数据质量更优，硬件
模块化、简单化，而且采用消费电子器件即
可实现，不会被高端芯片禁运“卡脖子”。

随着液晶电视分辨率的提升，4K/8K
电视的普及，分辨率越高，面板开口率会降
低，因此背光对液晶穿透率需求就越高。
江苏和成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

“液晶组合物及液晶显示器件”，突破了国
外高穿透液晶的技术垄断，响应速度、穿透
率残像等多项指标达到了领先水准，此次
也将中国专利金奖收入囊中。

“我们的专利提供了一种新型提升
IPS 液晶穿透率的方式，区别于传统的负
性液晶掺杂的方式，引入了二噁烷类液
晶单体。”江苏和成研发总监、专利发明
人丁文全介绍，团队利用二噁烷类单体
具有介电大、旋转黏度低、离子浓度低的
特点进行研发，有效提升了混合液晶的
穿透率。对比国外传统的高穿透液晶，
该发明高穿透液晶的穿透率从 3%提升
到 5%，同时响应速度保持不变，残像等
级更好。

“我们开展了大量原始创新和应用性
集成创新，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江
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振
介绍，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一种
呼吸机”有三大创新点：层流结构创新使得
人机同步性更加精准；高效低噪湿化技术
在降低噪音的同时实现了高效湿化；产品
的模块化设计在满足了全自动生产线的高
效生产外，还可实现气道模块的快速拆除、
消毒、更换，减少交叉感染，提高救治效
率。目前，获奖专利已在鱼跃的呼吸机产
品上广泛实施，累计销量突破十万台，累计
销售额突破十亿元，稳居国内品牌市场占
有率第一位。

实现行业引领，进一步提升产业
支撑力度

此次获奖的 141 个专利项目，涵盖了
1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 25.15%的专
利项目涉及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18.34%的专利项目涉及前沿新材料、生物
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产业，进一步提升了
对产业的支撑力度。

丁文全介绍，江苏和成的获奖专利技
术，已经量产于国内高世代液晶面板线，成
为主流的电视液晶。终端品牌覆盖小米、海
信、康佳、创维、三星、LG、索尼等品牌。从该

专利实施日起，相关液晶产品累计销售量近
60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25%，大幅提高了
国产IPS液晶材料的自主化生产能力，避免
了国外关键材料的“卡脖子”，有力地促进了
液晶产业链的完整国产化进程。

由于突破了呼吸机医疗设备行业的
“卡脖子”技术，鱼跃医疗的获奖专利带动
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我们的获奖专
利所应用的产品，已经实现了呼吸机的国
产替代，大幅降低了同类别产品市场价格
和社会医疗成本，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负
担。”袁振说。同时，国产呼吸机的产业化
又拓宽了医疗设备产业渠道，带动同行业
企业以及呼吸机设备上下游企业共同发
展，促进了国产医疗器械产业整体水平提
高，提升了全球竞争力。

瑞派宁团队的获奖专利技术，也已
经在 PET 领域和辐射探测领域体现出了
行业带领作用。比如，数字化使 PET 系
统摆脱了封闭的系统设计，使得部位专
用 PET 成为可能，即将催生一批应用专
用的 PET 设备出现，如脑部专用 PET、质
子 PET、头盔 PET 等，这一批专用的 PET
设备，将会成为临床研究的利器，推动脑
疾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生理、病理、诊
断、诊疗等前沿基础研究的发展。

此外，全数字 PET 技术具备“精确采
样”和“全数字处理”两大特性，采用消费电
子器件即可实现，不再需要高壁垒的专用
高端集成电路，解构了原有 PET 厂商从部
件做到产品的纵向的产业链，器件厂家、部
件厂商、系统厂商、软件厂商各自发挥所
长，合力推动 PET 行业的发展。该专利技
术的实施，还有利于加快推进国内放射从
业行业从热释光计量片升级为电子辐射计
量器；利用该专利进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石油探测设备的开发，将打破美国对我
国在这一领域的封锁，有利于石油相关产
业的优化升级。

鼓励转化运用，充分挖掘金奖专
利“含金量”

记者了解到，我省对荣获中国专利金
奖、银奖和优秀奖的项目分别奖励 100 万
元、50 万元和 20 万元；对荣获中国外观设
计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项目分别奖励 50

万元、25 万元和 10 万元。与此同时，各设
区市也优化激励政策，鼓励高质量专利转
化运用。2020 年，13 个设区市全年专利
奖励经费超过2000万元。

凭借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
PD-1 抗体，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
司的专利成果转化产品达伯舒（信迪利单
抗注射液），2020 年的销售额已达 22 亿元
人民币，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信达生物高级副总裁周辉透露，为充
分发挥专利价值，目前正努力拓展达伯舒
的适应症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 20
多项关于达伯舒的临床研究，包括肝癌、
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宫颈癌、血管癌
等诸多领域。今年 1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正式受理达伯舒联合达攸同（贝伐珠
单抗注射液）治疗一线肝癌患者的新适应
症申请和达伯舒用于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二线治疗的新适应症申请。“随着适应症
范围的扩大，这项专利的价值也会越来越
大。”周辉说。

“目前，我们正牵头制定数字 PET 国
家标准。”陈方表示，获奖专利不仅可以用
在医疗领域，还可用于核辐射探测、石油
探测、安检 CT 等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
技术通用性。“数字 PET 已完成从 0 到 1
的环节，从产品到商品这个 1 到 N 的环节
则决定了数字 PET 最终的生死存亡。”她
说，下一步，谢庆国博士和瑞派宁团队还
将继续拓展全数字 PET 相关专利的应用
价值，“毕竟专利要转化才能充分实现其
价值。”

“长期以来，江苏始终坚持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专利质量的
提升工程，特别是‘十三五’以来，在全国
率先提出并实施了高价值专利的培育计
划，累计已经建成了 62 家省级高价值专
利示范中心。”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蔚
说。进入“十四五”，省知识产权局将进
一步强化高价值的政策导向，将“每万人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写入“十四五”
规划，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升级工
程和专利转换专项计划，把优势的资源
引入到企业，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
创业活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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