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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 Research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最终目的与根本要求，是要切实有效提升“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完成市场给予的最终价值实现。当前，高新区已按照“揭榜挂
帅”模式，启动了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自主结合、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建设，为天津市探索“揭榜挂帅”模式下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建
议尽快在天津的主导产业领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
域复制推广该机制，以市场需求带动天津主导产业价值的最终实现，以创新驱动

天津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在技术与产业创新中袁企业是主体袁产学研
用金协同是有效方式袁风投等融资工具是催化剂
和放大器遥 打造受世界尊敬的创新企业袁要依法强
化市场公平竞争机制袁 落实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的政策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袁激励企业
加大创新投入袁完善创新利益分享机制袁提升以企
业为主体尧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的能力遥

要要要路甬祥渊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冤

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袁 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袁 其实质是通过利
益驱动把产学研各方拧成一股绳遥 关键就在于
形成收益共享尧风险共担尧互惠互利尧共同发展
的激励机制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企业是技术创
新的主体袁在实现产学研协同中起主导作用遥

要要要董睿渊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冤

探索搞野揭榜挂帅冶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
突破袁 就是倡导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来破除束缚
创新的壁垒尧构建激励创新的机制尧营造保护创
新的环境袁造就时代性尧引领性尧独特性的创新袁
实现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全面性的发展遥

要要要李尚杰渊网络空间战略论坛特聘研究员冤

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资
源的有效组合,对于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尧提高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尧打破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垄
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的产学研合作水平较低,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均尧动
力不足等问题, 没有形成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的
长效机制, 学研方的技术供给与产方的技术需求
存在脱节,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遥

要要要付俊超渊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冤

为了鼓励和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袁 政府应
制定和完善与产学研合作有关的法律尧政策袁为
各方主体的紧密协作提供制度保障曰 积极创建
产学研合作的战略联盟尧 中介机构和各种公共
服务平台袁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组织保障曰出
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财税尧 金融尧 人才流
动尧仪器设备共享等相关配套政策袁为产学研协
同创新提供人财物保障遥

要要要饶燕婷渊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冤

产学研项目主要是产业界或企业界与高等
院校双方尧 产业界或企业界与科研院所双方为
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形成的合作交流关系袁
而产业技术创新投入高尧风险大尧系统性和复杂
性强袁 参与单位之间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
直接影响项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遥

要要要张宁渊山东大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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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揭榜挂帅”经验可复制推广
产学研融合的问题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要深入推进科
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袁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袁实现科技同产业无缝对接袁不断提高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遥 冶

近年来袁 我国在推进产学研融合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袁 国内产学研协作总体
水平不断提高袁企业尧大学和科研院所的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协作日益紧密袁但
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袁仍存在很多不足遥
统计表明袁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
足20%袁 而发达国家则超过70%曰2015年
我国的R&D投入占GDP仅2.1%袁远低于
日本等发达国家4.2%的水平曰2015年我
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只有
55.1%袁与欧美国家的80%差距甚大遥

造成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不顺畅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院 一是信息
不够对称遥高校尧科研院所与企业间存在
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袁野能研发什
么冶与野需要研发什么冶普遍脱钩袁在科研
成果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缺乏必要且
有效的沟通管道遥二是目标导向存异遥高
校尧科研院所参与科研的目的袁重在项目
完成后发表论文的数量尧质量袁其研究行
为偏重于理论与实验分析袁 而企业关注
的则是研发成果能否快速实现产业化尧
能否带来良好经济效益遥 三是激励机制
不力遥 高校尧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之野知
识红利冶在市场机制中的野价值实现冶至
今没有形成有效模式遥

“揭榜挂帅”模式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要在科研投入
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尧 积极推动核心技术
成果转化袁推动强强联合尧协同攻关袁探
索组建产学研用联盟遥可以探索搞耶揭榜
挂帅爷袁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
榜来袁 英雄不论出处袁 谁有本事谁就揭
榜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揭榜挂帅冶寓
意深远袁 为我们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指
明了方向遥

揭榜挂帅袁 基础在 野榜冶袁 核心在
野帅冶袁关键在机制遥 野榜冶上公布的是信
息尧是需求尧是野帅冶要完成的任务曰野帅冶
是主体尧是实施者尧是要寻找的人才曰而
机制就是野赛马不相马冶遥 通过张出野榜冶
来袁一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袁将以往

只能由某些具备特定资质单位完成的
科研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公布袁让更多掌
握核心技术和具备相应研究能力的单
位和个人获取公平竞争的机会遥 二是强
化了野需求冶导向袁野榜冶上张出来的信
息袁往往是当前急需袁但一时难以解决
的技术难题袁通过张榜袁提高了科技研
发的针对性尧精确性和时效性袁实现了
通过需求倒逼科技成果转化遥 三是体现
了选才思想袁通过张野榜冶袁可以实现研
究课题的公开竞标袁以市场野赛马机制冶
选取或整合最好的标的及方案袁交由不
同的团队独立或联合攻关袁实现创新价
值最大化遥

野揭榜挂帅冶以更开放的视野尧更广
阔的胸怀袁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能动
性袁调动最有智慧尧最有能力的人的积极
性袁为实现重大目标贡献力量遥更为重要
的是袁野揭榜挂帅冶 真正解决了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痛点与难点袁 打通了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野任督二脉冶袁根据对市场极为
敏感尧 能够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的
野产冶端的实际需求袁带动了熟知科技前
沿和技术发展方向的野研冶端的各类知
识产权与专利的自由流转和高效转移
转化遥 其思想要点袁是基于产业发展的
实际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袁倒逼科技创
新的供给侧改革袁这对于当前优化科技
创新供给尧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袁进而
形成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
有重要价值遥

天津实践及相关建议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
之一袁制造业基础雄厚尧门类齐全袁且科
教资源丰富袁 近年来在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尧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出了
诸多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袁科技创新活跃度大幅提升遥 野产冶端实

力强尧野研冶端基础好袁这为探索实施野揭
榜挂帅冶 模式下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
了绝佳野试验场冶袁同时也为当前天津建
设创新型城市和产业创新中心尧 落实中
央野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冶定位提供了重要
抓手遥 基于此袁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院

一是制定野揭榜挂帅冶模式在天津实
践的制度与政策遥

建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当前落
实野揭榜挂帅冶模式的重要意义袁设计制
定体现天津特色的有利于该模式实践的
有关制度与政策遥 立足于促进野产冶端和
野研冶端共同发力袁以野产冶带野研冶尧以野研冶
促野产冶袁形成良性互动和正向循环曰从进
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尧 充分释放
产业发展需求尧 大力发展服务于科技创
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形成重点突破遥 在
此基础上袁加强对野互联网+冶尧众创尧众
包等创新思维的再认识与再普及袁 搭建
适宜各类人才 野揭榜挂帅冶 的便利化平
台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遥

二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为野放活冶各
类人才野清障搭台冶遥

人才是推进野揭榜挂帅冶和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主体袁 主体不活袁 创新便成了
野无源之水冶袁而野放活冶各类人才袁关键在
于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袁 给予广
大科技工作者更多研发自主权和科研成
果支配权遥 建议在国家现行中央级事业
单位科技成果野三权冶改革基础上袁出台
针对天津科研事业单位力度更大的改革
政策并抓紧推动落实遥同时袁鼓励高校和
科研机构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袁 以逆向思
维改变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的现状袁把
有市场需求的技术项目向高校尧 科研院
所公开招标袁 允许体制内各类人才以市
场机制独立或组成项目团队 野揭榜冶或
野众包冶遥总之袁就是努力为各类人才厘清
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袁 使其无后顾之忧地
放手去野揭榜挂帅冶遥

三是瞄准关键要素以野揭榜挂帅冶模
式建立市场化平台遥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核心是知识产
权袁知识产权是链接野产冶端与野研冶端的
关键要素遥 让各类知识产权在市场机制
的作用下自由流转袁 是推进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野牛鼻子冶遥当前袁天津滨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渊以下简称野高新区冶冤正探
索建立野知识产权做市商制度冶袁以此来
解决当前知识产权流转不畅尧 交易不活
的问题遥所谓野知识产权做市商冶制度袁是
指由了解市场运行规律尧 熟悉产业发展
需求尧 擅长资本运作的各类机构和个人
渊以下称为野做市商冶冤联合政府袁充分运
用互联网手段袁搭建野知识产权做市商平
台冶渊以下简称野平台冶冤袁通过收购尚未进
行转移转让的知识产权渊主要是专利冤形
成野专利池冶袁再通过平台使专利自由流
通与转让曰 知识产权需求方可以将拟解
决或拟攻克的技术难题在平台上发布袁
向高校尧科研院所等公开招标袁后者可以
通过野竞标冶进行课题研究并获取相应的
技术开发与转让收益曰整个流程是野揭榜
挂帅冶模式的生动应用遥建议以市政府名
义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对高新区管委会进
一步授权袁 打通该平台从设立到运营各
环节的限制袁 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先
行先试曰 同时出台鼓励知识产权做市商
发展的支持政策遥
四是建设创新中心示范野揭榜挂帅冶

模式的价值实现遥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最终目的与根本

要求袁是要切实有效提升野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冶袁完成市场给予的最终
价值实现遥 当前袁高新区已按照野揭榜挂
帅冶模式袁启动了由企业尧高校尧科研院所
等自主结合尧协同攻关尧开放共享的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建设袁 针对产业发展的共
性技术与关键技术向分布在全国的会员
单位野众筹冶课题袁向全球人才野众包冶课
题袁运用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机制袁重点支
持四类野PI冶制团队进行科技研发与成果
转化遥 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建设为天津探
索了野揭榜挂帅冶模式下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机制遥 建议尽快在天津的主导产业
领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尧生物医药尧高端
装备制造等领域复制推广该机制袁以市
场需求带动天津主导产业价值的最终
实现袁 以创新驱动天津经济的良性尧健
康发展遥
作者为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聂伟迅

专 版

已成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布局中重要一环
姻 时报记者 牛婧文 报道

技术合作拓宽应用领域
据了解袁此次麒麟公司与北信源的合

作启动后袁野北信源内网安全管理及补丁
分发准入控制系统冶野信源豆豆Linkdood
即时通信软件冶以及北信源参投公司辰信
领创旗下的景云网络防病毒系统将被预
装至天津麒麟旗下的野银河麒麟通用桌面
操作系统冶遥 双方将基于各自优势袁在党尧
政尧军尧企等行业领域及个人市场进行产
品的联合推广与后续深度合作遥
天津麒麟总裁周瑞平表示袁麒麟公司

在服务器端有全国最高等级的操作系统袁
在桌面端也有众多合作伙伴遥北信源作为
一家信息安全领域的上市公司袁 在用户
群尧 科研体系和融资能力等方面具备优
势袁此次合作将实现强强联合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袁此次信

息安全和操作系统领域的两家龙头企业
能够达成战略合作袁相信会对我国实现信
息技术尧产品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袁为我国大批量的信息系统
提供更完善的基础支撑遥

除此之外袁今年10月袁麒麟公司还与
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袁发布了野金山麒麟WPS冶产品遥双方联合
研发袁在技术尧产品尧应用尧社区尧维护以及
品牌等方面深度合作袁 依托银河麒麟在操
作系统领域和金山WPS在办公软件领域的
品牌优势袁共同推进国产自主可控计划遥

为了能够在用户体验上匹配和超越
Windows+Office的办公应用需求袁银河麒
麟基于自有操作系统产品袁 利用Linux操
作系统强大的可订制专用化的特点袁对金
山WPS在国产CPU平台上进行优化袁双方

互相配合实现金山麒麟WPS与银河麒麟
操作系统间的深度兼容袁从而保障客户迁
移和使用国产软硬件平台的办公应用时袁
在野Kylin+WPS冶上获得良好的应用体验遥

自主研发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今年8月袁 在第八届中国行业信息化

奖项评选活动中袁麒麟公司自主研发的银
河麒麟操作系统获得了野2016年度中国操
作系统最佳产品冶称号遥据了解袁银河麒麟
渊Kylin冤国产操作系统袁源自国家野十五冶规
划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成果袁是有效防御
缓冲区溢出攻击尧 病毒攻击的关键技术袁
并采取强制安全策略尧简化安全配置等措

施袁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易用性遥
在安全设计方面袁该系统采用内核与

应用一体化的安全机制袁采用多策略与动
态策略的安全框架袁支持以模块化方式实
现安全策略袁提供多种访问控制策略的统
一平台遥 经过多年自主开发袁 银河麒麟
渊Kylin冤 安全操作系统逐步形成了可提供
细粒度的自主访问控制尧 进程权能控制尧
结合角色的基于类型的访问控制尧客体重
用尧可信路径尧管理员分权尧数据完整性和
安全目录保护等多项安全功能遥

而在 野长征五号冶 成功发射的背后袁
野银河麒麟冶国产操作系统为其提供了稳
定的中心机房控制系统的运行和维护遥
此次发射采用的一体化综合指挥信息系
统袁 从硬件到软件都采用国产设备和产
品遥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麒
麟操作系统袁通过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以
及稳定的系统运行袁也为海南文昌航天发
射场的测控系统提供了安全尧稳定的信息
化基础遥

目前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
滨海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遥 而在这一基
础上袁 新区相关企业不断深化创新袁开
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遥 来自
高新区的神舟通用公司就是这么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袁其研发的叶面向车联网
的数据挖掘解决方案曳更是被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授予
了两化融合优秀解决方案奖袁成为获此
殊荣的唯一一家国产数据库厂商遥 2015
年袁 神舟通用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90万元袁 并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
重点网监工程尧921尧大运载尧SJ工程等多
个信息化大型项目中形成了批量应用遥

据了解袁神舟通用公司作为获得国
家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重点支持的企
业袁在野十二五冶期间袁共完成了核高基
军口民口两大方向共6个课题遥 其自主
开发的神通大型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

在国产数据库测评中综合排名第一袁在
国防军工尧 政府应用中进行了大量的国
产化替换袁 为提升我国数据安全性作出
了贡献袁并在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袁
如电信尧金融行业形成了典型示范应用遥
目前袁 神舟通用在国产数据库相关技术
领域与产业化过程中袁 已逐步覆盖了政
府尧电信尧能源尧交通尧网安尧国防和军工
等领域袁 并率先实现国产数据库在电信
行业的大规模商用遥

神舟通用公司近期还自主研发出面
向车联网的数据挖掘解决方案袁有效地提
高了电动汽车的运营效率袁达到最佳的节
能减排效果遥 目前袁该方案已成功应用于
潍坊公交系统袁并将在河北尧陕西尧福建等
地逐步拓展市场遥 此外袁该公司还在航天
科技集团下属的神舟软件牵头下袁继续研
制出神通国产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v7.0
等一系列产品遥 记者牛婧文

神舟通用院

打造国产数据库
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可控

时报讯渊记者 牛婧文冤日前袁市人才办和市人力
社保局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尧复旦大学尧浙江大学举
办了野2016年天津专场招聘冶活动遥 高新区人才中心
组织了南大通用尧力神电池尧三安光电等6家区域内
重点企业参加了此次招聘活动袁取得丰硕成果遥

据悉袁这是本市首次赴浙沪吸纳人才遥全市共有
140家企事业单位的3000余个岗位进行招聘袁吸引了
大量硕士及以上高学历学生前来求职遥 天津力神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高新区的重点企业袁 在此次招
聘活动中备受求职者青睐袁 共收取以硕士为主的简
历近百份遥其他高新区企业也大有收获袁共计接受咨
询近千人袁取得了良好的招聘效果遥

据介绍袁 高新区人才中心作为天津高新区招才
引智的窗口单位袁 在活动中也积极宣传人才政策和
服务遥后续将积极做好高校学子来区创就业服务袁以
优质的服务袁为高新区的壮大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遥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我国也在大力提高网络安全

的自主性。为此，高新区企业天津麒麟信息技术公司针对实现信息安全的自主可

控，摆脱了对国外相关技术、产品的过度依赖，已成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布

局中的重要一环。12月2日，我国终端安全龙头企业北信源携其参投公司辰信领创

与麒麟公司达成产品战略合作，携手打造国产信息安全生态圈。

时报讯渊记者牛婧文冤日前袁高新区企业天津瑞肯
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可移动化尧高温热敷产
品野思沐康多功能黑稀热能带冶正式开启淘宝众筹遥

据悉袁 该产品采用天津瑞肯新型材料公司自主
研发的 野航天级冶 高端温度记忆智能材料为 野发动
机冶袁这种新一代加热材料本身具备探测温度尧监控
温度变化并调整自身加热功率的功能袁 无需加装测
温和控温装置遥 目前袁该公司拥有的高性能野温度记
忆材料冶系列技术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袁其自主研发
的温度记忆智能材料可广泛应用于保健尧 理疗尧保
温尧供暖等多个领域遥 在刚刚结束的野2016年第二届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冶上袁该公司收获多个
定单及合作意向袁成为双创周天津展团的一大亮点遥

赴浙沪参加野南方三校专场招聘冶
高新区企业获高学历人才青睐

时报讯渊记者 牛婧文冤日前袁高新区企业求实股
份公司与ABB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根据协
议袁双方决策层领导将每年进行定期会晤袁确定合作
地区和市场袁 并在求实股份公司共同设立创新合作
中心袁 举行市场信息交流尧 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培
训尧宣讲会尧专家论坛等活动袁并开展储备研究课题
对接等多方面合作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袁统一整合资
源实现共赢遥

据了解袁 求实股份公司作为智能配电网领域卓
越的方案提供商尧 能源互联网领域领先的 野微电
网+冶方案提供商袁此次与ABB集团携手合作袁致力于
使微电网领域产生重大突破袁加强科技研发袁将高质
量的方案与科技领先的硬件及研发能力完美融合袁
势必打造出更高精尖的科技成果及重点示范项目遥

高新区企业与ABB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致力于微电网领域突破

高新区公司研发可移动化尧高温热敷产品
加热“黑科技”淘宝众筹首发

高新区企业构建国产信息安全生态圈

位于高新区的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袁秉承科技创新与品牌相结合的发展
理念袁经过20多年砥砺前行袁已成为国内
塑料家居行业袁集研发尧制造尧销售网络于
一体的龙头企业遥 旗下拥有 野禧天龙

CITYLONG冶野禧仕多冶野华兴冶以及野乖乖
兔冶等一系列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品牌遥
野仅今年耶双十一爷期间就创下单日销售700
万元的佳绩袁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遥 冶该公
司行政总监丁云英说遥 文/图 记者 贾磊

禧天龙：“双十一”销售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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