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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开幕式现场! 虞岭 魏作洪 胡平 摄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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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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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

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在常州隆重开

幕!在此"我谨代表科技部向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常州市立足我国改革创新前沿"

近年来在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

!"$"

年初"常州市启动建设国家创新

型试点城市和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以来"全市上下齐心协力"科技创新

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
!""&

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

洽谈会一直致力于集中展示先进制

造新技术$ 常州产业特色和产学研

合作新成果" 搭建院校成果与企业

需求对接的平台"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等" 对于提升常州创新

创业环境的影响力" 集聚国内外科

技创新资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十二

五&期间"要大力加强科技进步$自

主创新在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发展

方式中的支撑作用'

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 离不开

各地各部门的大力创新实践!我们希

望通过各方努力"常州洽谈会能办出

特色"取得实效"形成品牌"为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产学研合作共

赢$产业转型升级等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希望常州市牢牢把握全球科技资

源加速流动和重新布局的机遇"努力

成为科技资源富集$ 创新创业活跃$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高地!

预祝本届洽谈会取得圆满成

功(

国家科学技术部 万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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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领导专家出席展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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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还有很多高校院

所的领导、专家出席展洽会。他们是：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

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吴研华)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陈春阳)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党委书记郭英)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党委书记张洪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院士蔡鹤皋)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院士匡定波)

南京大学院士游效曾)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院士褚君浩)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院士沈学础)

第四军医大学院士陈志南)

俄罗斯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研究

所所长$院士巴拿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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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

偏南风
'()

级" 今天

最高温度
*)

度"明晨

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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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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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个产学研项目签约
展洽会首日成果丰硕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在科教城隆

重举行
!"#$

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

展示洽谈会项目签约仪式。本届展洽会共

达成合作项目
$%&

多个，共有
$&'

个产学研

合作项目进行现场签约。市委书记范燕

青、市长王伟成见证签约。中科院院地合

作局副局长孙殿义、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院长赵强、市领导赵忠和、王成斌、赵忠齐

和市委秘书长蔡骏参加签约仪式。

范燕青在签约仪式上说，
(

年来，我

市签约的项目越来越多，合作的成果越

来越多，这是常州长期坚持科技创新和

产学研合作的成果。通过几年的努力，特

别是在国内外大学大院大所的全力支持

下，在各辖市区、各部门和全市企业家的

共同努力下，常州的科技创新和产学研

合作已经和正在构筑五个强大的基础。

一是不断构筑依靠创新实现发展的

思想基础。当前，从市委、市政府至各辖

市区、各乡镇街道、各企业，都有一个共

同的理念，那就是依靠创新来实现发展。

二是不断构筑一个强大的促进转型

升级的产业基础。此次签约的合作项目，

除了平台建设以外，还有很多新材料、新

能源、生物制药等项目，这些项目是常州

未来转型升级的强大基础。

三是不断构筑加快上市和资本、技

术对接的企业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和产

学研合作，企业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常州

的上市企业越来越多。近几年，通过政府

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企业正

在走上资本运作、上市发展的道路，核心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不断构筑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平

台基础。一级平台是举全市之力打造的产

学研合作大平台———科教城，已经集聚了

)&&

多家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第二级平

台是辖市区的孵化器，现有孵化面积
*""

万

平方米，在孵科技企业
*"""

多家；第三个就

是企业的“两站三中心”，已有
("!

家。

五是不断构筑集聚各类人才的环

境基础。几年来，我市建立了良好发展

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正加快向常州集聚。用足用好这些科技

资源，是常州企业家的责任，也是常州

干部的责任。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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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
成果展示洽谈会昨天隆重开幕

80多家高校院所1000多名专家、领导、技术人员
和我市1000多位企业家出席

! ! ! !

本报讯 创新永无止境，合作促进共

赢。站在“十二五”的新起点上，
!"$$

中国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昨天

在常州科教城隆重开幕。

来自全国
'"

多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

所以及国内外的
$"""

多名专家、领导、技术

人员和常州
$"""

多位企业家代表济济一

堂，再谱常州“十二五”创新发展新篇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

万钢对
!"$$

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

展示洽谈会的隆重召开发来贺信。

开幕式上，市委书记范燕青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

械学系博士于庆广等
$!

人授予“常州市

产学研合作贡献奖”，表彰他们在“十

一五”期间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

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所作出

的贡献。

范燕青在致辞中说，在科技部、中

科院、省政府和全国知名大院大所大学

的支持下，“常州展洽会”已连续举办

了五届，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

引擎，日益凸显出集聚效应、裂变效应

和品牌效应。
(

年来，名院名所名校云

集常州、扎根常州，市委、市政府把科

技创新作为常州发展最大最新的机遇，

以企业为主体开启“科技长征”，以科

教城为依托集聚创新资源；
(

年来，科

技成果在常州加快实现产业化，以中科

院常州中心为龙头的
%"

多家大院大所

大学在科教城设立的研发机构快速成

长，一大批高水平科技项目脱颖而出；
(

年来，常州产学研合作的机制日趋完善，

按照“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

共赢”的理念，努力探索与大院大所大学

合作的项目筛选机制、利益共享机制、长

效合作机制、中介服务机制和诚信管理

机制；
(

年来，合作的环境持续优化，致力

于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不

断改善，特别是围绕产学研合作，突出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交易、知识产权等中介

机构和科技金融中心建设，加快金融资本

与科技创新对接。

范燕青指出，我市将竭尽全力推进

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科技园区建

设。坚持依靠科技和人才，努力将“一核

八园”建设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的引领区、

新兴产业的先导区、创新要素的集聚区

和低碳发展的示范区。到“十二五”期末，

形成
$+!

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新兴

产业集群，全面提升常州的创新能力，把

常州建设成为创新驱动能力强、创新产

业水平高、加快转型特色鲜明的国家创

新型城市。

将竭尽全力推进科教城的高水平建

设。要以科教城为核心，建设全国最大科

技成果交易转化集散地，全国最大的科

技成果前沿技术精品店，全国最大的科

技金融中心和上市企业加速器。积极探

索实践五大机制，把科教城建设成为名

副其实的智慧校园、创新乐园、生态花

园、幸福家园。

将竭尽全力加大政策支持和创新投

入。加快构建科技投入多元化机制，实现

政府引导性投入稳步增长、企业主体性

投入持续增长、社会多渠道投入大幅增

长。通过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

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加速发展，加快形成

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从政策上

优先支持主动创新、主动开展产学研合

作的各类企业，确保到
!&#(

年全社会创

新研发年投入超过
*&&

亿元。

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在致辞中说，

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

立足常州，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为推

进常州市、江苏省先进制造技术以及产

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建设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

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几年来，在中国

科学院与常州市的共同推动下，双方的

科技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层次不断提升。

在合作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常州市委、市

政府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企业家们勇于创新、敢于拼

搏的精神，都是双方合作取得成效、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

施尔畏说，中科院将发挥“火车头”

作用，加强面向国家产业升级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提升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促进产学研结构调整升级。未来

几年，中科院将继续依托常州中心，引导

中科院更多的科技成果和人才资源向常

州聚集，充分利用常州的各类优势资源，

积极探索科技、市场、金融三结合的产学

研合作模式，为常州建设更加完善的区

域创新体系和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

作出应有的贡献。

副省长何权发表致辞并宣布
!&##

中

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开

幕。 +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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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常州产业园开工
3到5年将集聚100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

! ! ! !

本报讯 昨天，中科院常州中心

产业园在常州科教城东区正式开

工，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市领导王

伟成、俞志平、王成斌、赵忠齐出席

开工仪式。

市长王伟成在开工仪式上说，

经过多年努力，常州科教城已经从

最初的单一高职教育园区，发展成

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一体的

科技创新园区。中科院常州中心产

业园的建设，标志着中科院与常州

的合作进入到新的阶段。希望中科

院与省科技厅一如既往地支持常

州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把中科院常

州中心产业园建设成为融科技研

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和新兴产

业培育的重要基地，成为中科院系

统在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的排头兵。

目前，中科院常州中心建有
#*

个

分中心，在常州已经形成从研发到转

化的完整产业链。中科院常州中心正

在实施产学研项目
#*(

个，总投资
#!

亿

元，先后孵化出高科技公司
!*

个。

中科院常州中心产业园总建筑面

积
,-*

万平方米。未来
*

到
(

年，这里将

集聚
$&&&

家以上的创新型企业。

+姜小莉,

科教城科技金融中心开业
目标引进金融类机构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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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常州科教城科技金

融中心开业。该中心将以高成长性科

技企业为服务对象，通过综合服务平

台、信息交流平台和中小企业成长数

据库系统建设，打造高效率的创业投

融资服务平台。

市长王伟成在致辞中说，科教

城科技金融中心的成立带有创新意

义。目前一大批科技成果在常州转移

转化，并孵化出中小型科技创新企

业。这些成长中的中小企业有较强的

爆发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也迫切需

要科技和金融的结合，需要有胆识有

眼光的风投创投等资本介入。希望科

技金融中心开业后，着力加快金融创

新与科技创新的融合，热忱服务好科

技型中小企业。

该中心经营办公面积
(&&&

平方

米，目标引进金融类机构
(&

家，资金规

模
(&

亿。目前，已入驻机构
!(

家，资金

总规模
!&

亿。入驻机构以创业投资、基

金为主，配套引入了担保、证券投行、

资产评估、律师、会计等相关金融中介

服务机构。

王伟成和省科技厅副厅长王秦为

中心揭牌。

副市长王成斌主持开业庆典。政

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赵忠齐参加

仪式。 +颜士秀 姜小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