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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我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一号创新政策——《关
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及《关
于促进创新发展的若干
政策》，全面提升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社会创
新能力，筑牢常州在新
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地
位，加快建设国际化智
造名城。副市长杨芬出
席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
问。

《实施意见》明确聚
焦“国际化智造名城、
长三角中轴枢纽”发展
定位，打造长三角特色
鲜明的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在创新总量、质量、
增幅、增速、要素等方面
明 确 了 35 项 细 分 指
标。《若干政策》对各项
细分指标针对性地配套
了支持政策，形成政策
合力，切实推进各项任
务。为确保目标任务的
有效实现，《实施意见》
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全
市创新投入的总体规
模，即全市设立 400 亿
元科创资金，带动全社
会创新投入达到 2000
亿元规模。在强有力的
投入保障下，《若干政
策》则侧重进一步细化
提升政策的支持力度。

《实施意见》主要明
确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的八大重点任务、三
十项重点工作：

一是壮大企业创新
主体。将加快高成长性
企业集群培育，鼓励企
业开展技术攻关，加强
重大创新项目推进。

二是打造高端科技
创新平台。将支持高水
平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高质量发展新型研

发机构、高标准推动平
台资源开放共享。

三是建设创新创业
孵化载体。重点做强常
州科教城“创新之核”，
领航中以创新合作，强
化园区创新集聚功能，
加强双创载体硬件建
设，提升双创载体孵化
能力。

四是引育创新创业
人才。加快构建人才发
展新格局，打响“创业常
州”城市品牌，构筑特色
产业人才高地，改革人
才评价流动机制，激发
科研人员积极性。

五是加强高校职校
建设。建设常州高水平
大学，推动职业院校产
教融合发展，激励院校
集聚“高精尖缺”人才。

六是推进产业链创
新链融合。促进产业链
协同创新，部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对
外合作创新。

七是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强化创新全生命
周期服务能力，支持创
新产品应用场景建设，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
护和运用。

八是推进改革释放
创新活力。鼓励创新宽
容失败，鼓励社会全面
创新，建立创新组织体
系，引导全社会投入科
技创新，加强考核监测
评。

《若干政策》对集聚
人才来常创新创业、加
大科技金融保障、突出
企业主体创新、加快产
业链式创新、布局创新
平台载体、强化院校创
新策源、营造全社会创
新氛围等方面，明确了
二十条支持政策。

（姜小莉）

“十四五”期间全市设立 400 亿元
科创资金，带动全社会创新投入达
到2000亿元规模

我市发布一号创新政策

本报讯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
时。2月18日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市
委、市政府隆重召开全市创新发展大会，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
激励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创新再出发,
努力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前
列。市委书记齐家滨出席大会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虎主持大会。市
政协主席白云萍出席大会。

大会发布了《关于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创新发展
的若干政策》。《意见》和《政策》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
心地位，目标到“十四五”期末，形成贯穿
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
育、人才支撑、科技金融为重点的全过程
创新生态链。

齐家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过去一
年为常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
广大企业家表示感谢，向奋战在改革发
展一线的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致以敬
意。他说，全市创新发展大会作为春节
后“第一会”，既是总结激励的嘉奖会，也
是鼓劲加压的动员会。2020年，全市上
下扛住疫情巨大冲击，顶住经济下行压
力，大战大考交出合格答卷, 名列地级
市全面小康指数第11位、国家创新型城
市创新能力第16位、先进制造业城市第
17 位、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第 18
位。广大企业捷报频传，上市企业数量
创历史新高，珠峰高程测量、中国天眼、
嫦娥奔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都有常
州元素。

齐家滨强调，面向“十四五”发展
新蓝图，推动创新再出发是常州发展的
唯一选择，必须扛起创新再出发的担当，
坚定不移将创新作为常州的“最核心战
略”；立足连续15年开展科技长征的坚
实基础，必须坚定创新再出发的信心，持
之以恒将创新打造为常州的“最硬核力
量”；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必须激扬创新
再出发的斗志，鼓足干劲将创新打造为
常州的“最鲜明标识”。要以全面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为抓手，以科技创新带动
社会全面创新。要提高“创新密度”,到
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超5000家、人才
资源总量超185万人、科技型上市企业
超100家，R&D投入占比达3.5%，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50%，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55件。要提高“创新力度”，

“十四五”市区两级拿出400亿元科创资
金，1:4撬动1600亿元社会资本，五年
形成2000亿元投资规模，从“后补贴”转
向“前激励”，“饱和式”投入，举非常之
力、行非常之策。要提高“创新浓度”，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造更加开放的“创新
创业生态系统”，提升全社会创新的便利
性、宽松性和包容性，营造“可以失败，但

不可以不创新”的氛围。
齐家滨强调，创新再出发，重点是

要做好“五件事”。
要搭平台，构建创新“策源地”。要

全力打造重大创新平台,建好新型研发
机构,推动高校与城市共生共荣，聚合更
多资源，创造无限可能。

要建载体，种好创新“丰产田”。以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引领，
构建以重点园区为特色、高新园区为支
撑、双创基地为基础的创新布局，让创新
种子尽早萌芽，创新幼苗茁壮成长，创新
树木茂密成林。

要强产业，打造创新“集团军”。坚
定不移通过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双向融合”，在海内外开展

“揭榜挂帅”，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发挥市
领导挂帅的“链长制”作用，全面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

要聚人才，点燃创新“强引擎”。深
入实施“龙城英才计划”升级版，为各路
英才来常创新创业拿出最大诚意、最好
资源、最优服务，集聚“科学家”人才，集
聚“工程师”人才，集聚“企业家”人才，全
年引进各类人才10万人以上。

要优环境，营造创新“生态圈”。积
极营造最优创新环境，打造一流创新生
态，抓科技金融，抓知识产权，抓服务保
障，抓场景应用，使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在
常州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容易成功。

齐家滨强调，在创新路上，需要常
州企业家开疆拓土、再立新功。要有“敢
为天下先”的气魄，在更高起点推进“二
次创业”“三次创业”，向技术最高峰攀
登，向创新最极限冲刺;要有“舍得下本
钱”的决心, 高度重视创新，大力建设研
发机构，加大对技术研发、人才引进、产
品创新的投入; 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
力, 心存敬畏、尊重规律、脚踏实地，耐
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初心; 要
有“放眼全世界”的格局,以通达天下的
胸襟、高瞻全球的眼光，更好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创新合
作，努力增创发展新优势、增强国际竞争

力；要有“拥抱新经济”的姿态，做主动求
变、勇于革新的“凤凰”，拥抱新经济、融
入新时代;要有“培养年轻人”的责任,
给年轻人架梯子、搭台子、压担子，敢于
放手培养“创二代”，发掘和培育青年人
才队伍，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

齐家滨强调，创新再出发，必须完
善机制真抓实干。市委将成立创新委，
负责统筹全市创新发展工作，各级各部
门要一把手亲自抓，条块联动一起抓，一
切资源优先向创新配置，一切力量优先
向创新集中，形成强大合力。要完善落
实机制，形成工作闭环, 确保落地落实、
一抓到底。要抓紧开展“创新20条”政
策解读，让政策直达企业、直达基层。要
完善包容机制,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重
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理念，塑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精
神，把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
项机制”落实到创新创业领域。

陈金虎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落实
创新政策，增强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全
面落实1+1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全社
会创新、全方位创新的生动局面。要全
力做强创新主体，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大力推动企业上市，大力发展链主企
业。要全心引育创新人才，树立引才聚
才的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推出“动真
格”的举措、最贴心的服务，懂得引才之
策、留才之道，舍得下本钱引育人才，对
看准了的创新项目、创新人才有足够的
耐心和信心, 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让常州成为
天下英才最向往的地方。

大会设主会场和分会场。市四套
班子全体领导；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
长；各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党政主要领
导，负责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工作的政府
分管领导；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二
批常州市“首席专家”；荣获第六届中国
工业大奖和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主要负责人；荣
获表彰奖励的单位代表和个人；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在龙城
大厅主会场参加大会。 (舒泉清）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创新发展大会

奋进新征程 创新再出发
努力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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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体彩正式结束春节休市，江苏体彩各大玩法包括“超级大乐透”、“7星彩”、“7位数”、“排列3”、“排列5”于2月19日（星期五）
0:00 恢复销售。中国足球彩票单场竞猜游戏、篮球彩票单场竞猜游戏于 2 月 19 日（星期五）11:00 恢复销售，具体事项以中国竞彩网

（www.sporttery.cn)公告为准。体彩各玩法开奖、兑奖工作从今日起也恢复正常，敬请广大彩友留意。 苏彩

体育彩票今日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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