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图片均由常德市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提供）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版式编辑 黄 悦

11

︱
︱︱
常
德
市
积
极
推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移
转
化

激
活
发
展

动
新

能

李寒露 蹇 军 梁 杰

美若诗画，是流连常德柳叶
湖畔的惬意和怡然； 和风汇聚，
是漫步常德桃花源里的凝思和
心得。 有时，一次偶遇，可以瞬间
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一场活动，
可以让一座城市的风貌焕然一
新！ 巧合，折射的是一种必然；而
应时代之召唤、足以改变一座城
市气质的活动， 则是一种大势，
可谓一支荡气回肠的交响乐章。

项目路演， 专家现场点评；
圆桌论坛，共话协同创新；优质
项目现场签约，助推科技成果转
化……创新常德“整装进发”。常
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关键性
时刻正在到来———“智汇洞庭·
科创常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系
列活动启动式暨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路演活动，将于 2018 年
5月 18日在柳叶湖畔举行。

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 深刻把握高质量
发展丰富内涵，实施好省委“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的过程
中， 常德以路演模式引入包括
资本、金融、创业、技术、政策、
服务等在内的市场要素， 激发
技术创新力量， 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成为该市“开放强市、产
业立市” 深入实施产业立市三
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的一道美
丽风景。

惟创新者进。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用科技创新撬动产业立市杠杆———

把创新与开放、产业更好地融合， 激发内生动力

发展的力量，来自科技进步。纵观历史，科
技创新在哪里兴起， 发展动力就在哪里迸发，
发展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就转向哪里，现代化
高潮就兴起在哪里；着眼现实，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世界各国争相寻找科
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国际竞争大势所趋、 民族复兴国运所系、
国家发展形势所迫……党中央、国务院将科技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深化部
署、全力推动；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是时代召唤，是湖南未来发
展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

从颜值向气质转变，由“量”的积累向“质”
的飞跃转变。 2017 年 9 月，常德市委、市政府
准确把握常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局研
判形势，立足实际创新思路，进行了“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的战略部署。 那么，用科技支撑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磅礴力量从哪里来？

从向着光明的“常德高度”中来。
位于洞庭之西的常德，历史悠久，文化璀璨，

人杰地灵，群贤毕集，先后走出了新中国汽车工
业奠基人孟少农、导弹专家姚绍福等 22名院士，
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激励着常德人民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在 2017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常德市科技创
新大会，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强调，科技创新
是谋发展的战略之计， 是促发展的力量之源，
是抓发展的应有之义。 他指出，要把加快科技
创新作为实施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的关键之举，作为新发展理念在常德的具体落
实，作为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开花结果
的重要支撑。 他要求，要着眼更高站位、着眼现
实基础、着眼战略需要推进科技创新，要把创

新与开放、产业更好地融合起来，为常德发展
注入更加持久强劲的动力。

从深化改革的“常德深度”中来。
在全省率先推行“二十证合一”；推动涉企

事项“三公开”，即公开涉企收费项目清单、公
开行政审批项目清单、 公开产业政策清单；常
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科技金融先行先试，新成立 2.15
亿元的常德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出台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网上技
术交易专项补助暂行办法等，成立五类市州级
的科技金融实体……

针对创新基础依然不牢、 原始创新不强、
科技经济“两张皮”等问题，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立军指出，要促进科技成果在常德的转
移、转化、落地、成长、孵化，营造科技创新的浓
厚氛围，增强全市园区、企业、干部和社会各方
面对科学技术、科技成果、科技专家的尊重，增
强全市上下抓发展的科技意识、创新意识和人
才意识。 要推动科技成果与常德园区、企业的
深度融合，通过科技融入，促进新动能的培育，
旧动能的转换，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梦想照进现实。 正如畜牧健康养殖领域专
家、在常德西湖管理区德人牧业基地设有“院士
专家工作站”、并获得 2017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
术杰出贡献奖的印遇龙院士所说：“要深入实
际，要了解生产当中需要什么，仅仅坐在实验室
研究细胞、发表文章无用，必须真正解决实际问
题。 ” 常德把发展动力及时切换到创新引擎上
来， 通过科学决策和一项项改革举措， 真抓实
干，彰显的正是常德发展的新“算法”。

惟创新者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以科技融入促进新动能培育和旧动能转换———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改变人生命运轨迹；创新，让机遇
在创业中勃发。 致力于打造全球性的防水品
牌的“东方雨虹”，从高铁到机场，从奥运场馆
到世博会展馆，从南极科考站到越南轻轨，足
迹遍布全球，其董事长李卫国，正是从常德市
桃源县的一名放牛娃成长起来的行业领军人
物。 李卫国华丽转身的经历，成为了广大科技
“创客”的标杆。

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
社会生活。 一个地方科技工作水平的高度，也
决定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度。 近年
来，常德市科技创新工作始终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现实需求，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
重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加速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取得了一定成绩。常德市先后被评为了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市、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市、国
家农村农业科技信息化建设示范市和国家专
利质押融资试点城市。

让我们透过常德市副市长汤祚国的介绍，
细数常德科技工作新亮点：

常德新设立了 5000万元创新能力专项资
金， 近年来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 38.6 亿
元；高新创业投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
险补偿资金、科技支行、科技担保和科技保险
等五类市州级的科技金融实体，获省高新创投
及旗下基金累计跟进投资 3.4亿元， 科技贷款
累计发放 2.17亿元，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企业融

资难题，创新环境大幅改善。
为聚集创新资源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常德开展厅市会商、市校合作、县校合
作、校企合作，市政府先后与军事医学科学
院、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
南大学、华大基因、亚欧水协等 19 家单位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市 500多家企业与
省内外 200多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
新。

常德高新区成功升级；常德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批准建设并取得实效；鼎城经开区、汉寿
经开区、 津市工业集中区获批为省级高新区。
截至目前，常德已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 家、重点实验室 3 家；建成了国家生物酶制
剂特色产业示范基地（津市），拥有国家级星创
天地 2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省级众
创空间 2家、省级星创天地 7家。

常德是在省内率先启动创新团队建设工
作的市州之一。 鸿鹰生物、桃花源农业被评为
省级企业创新团队；在省内率先成立博士联谊
会，建立博士创新联盟，启动博士创新创业行
动，目前在常德创新创业的博士 261 名，其中
领办企业 24名。此外，常德还柔性引进两院院
士 10 名，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10 家，其中获
批省级 7家；全市累计有效发明专利 1100件，
每万人发明拥有量 1.96件，排全省第四。

近年来，常德坚持以科技融入促进新动能
培育和旧动能转换， 特别是通过转化优势资

源、集聚特色产业，通过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
高新产业培育， 形成了以生命健康产业为特
色、以高端先进装备制造为基础、以新材料等
为支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全市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 113 家，2016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首次突破 1000亿元。

创业是创新的载体，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
体。 目前，常德在生命健康产业方面，汇聚了一
批优势企业，形成一批像津市酶制剂生物医药
产业基地、汉寿生物医药制造工业园、西洞庭
生物科技产业园等专业园区；高端先进装备制
造方面，拥有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特力液
压、纺织机械、烟草机械、飞沃新能源等一批行
业龙头企业；新材料产业方面，培育中锂新材、
力元新材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成长
性企业。

科技的力量，正在成为常德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支撑。 从实
验室到火热的生活，从宏观到微观，一个个科
学团队的努力和付出，让一个个新发现逐步变
成应用； 一台台仪器或关键部件研制成功、一
个个生产技术细节得以改进跃升，为现实生产
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惟创新者胜。 求创新就是增效益，以科技进步为新动能，打造“智汇洞庭·科创常德”品牌———

在推进产业立市的征途上快马加鞭，奋勇向前

“创新驱不动”，科技成果转化是“瓶颈”。
新思路，孕育新变化。

常德市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办
公室和常德市科技局有关负责同志告诉我
们，创办“智汇洞庭·科创常德”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展示对接平台， 并从组织开展系列活
动， 是常德立足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 按照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发展战略，依托国家级
常德高新区、常德经开区和创新型企业群体，
吸引和汇聚国内外科技创新高端机构、 高级
人才、高新成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要
素参与，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和产业化，
形成“产学研金用”深度融合，推动实体经济
发展，加快构建科技助力、人才支撑的现代经

济体系的重大举措。
我们还了解到，“智汇洞庭·科创常德”活

动的开展，将着力实现以下目标：为全市 9 大
产业及各个园区、众多企业发展聚集一批创新
资源、引进一批高端人才，每年签约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转化一批创新科技成果，进一步加
快常德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步伐；根据省政府部
署，争取省科技厅支持，率先打造潇湘（常德）
科技要素交易大市场；充分调动政府、高校、企
业、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助推常德科技发
展，将常德建设成为全国一流智慧城市标杆。

在开展“智汇洞庭·科创常德”活动的过
程中，常德将立足优势产业链，着眼国内外创
新资源，重点转移转化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和龙头企业的科技成果， 精准对接常德市产
业园区、 重点片区和重点企业的产业升级与
先进技术需求；引进一批科技中介机构、技术
交易机构、 投融资机构等科技服务机构来常
落地。 同时，活动将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引导
作用，结合常德产业定位和主攻方向，统筹推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 充分发挥市场的
决定性作用， 根据不同产业细分领域和产业
园区、企业、高校及众创平台等承办单位的优
势，引入专业团队开展项目挖掘、筛选、路演、
投资与合作对接、后续招商跟进等具体工作。
特别让人激动的是，不少院士、国内知名高校
学者在此次活动之前， 向组织方提出希望携
带科研团队来常建研究院的设想， 而常德有
关部门也有意尽快引进一批高端人才来常德
建立科研平台，促进产学研金深度融合。 此项
“投智”和“引智”的双向行动，有望在即将举
行的“智汇洞庭·科创常德”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系列活动中“落地”。

求创新就是增效益。 据介绍，活动将以路
演形式，引入包括资本、金融、创业、技术、政
策、服务等在内的市场要素，借力资本市场，
邀请风投、天使投资机构观演洽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整个活动将突出洞庭主题、 体现常德特
色，涵盖产业、城市、环境、文创等多个领域。
决策、基础、智慧、资金同时具备，就如同阳
光、空气、土壤、水，带来万物生长。 随着资源
的汇聚，“智汇洞庭·科创常德”公共性、开放
性的价值将越来越大。

常德市白马湖公园和沅江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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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桃源县的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

位于澧县的湖南平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常德市城区一角。

智
汇
洞
庭

科
创
常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