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试运营的前海微众银行发放了国内首
个互联网银行第一笔贷款，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被称为“微众银行一小步，金融改革一大步”。深
圳市长许勤表示：“这是深圳‘互联网+金融’发
展的一个缩影。深圳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互联
网+金融’模式的发展，努力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创
造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力争把深圳打造成
最适宜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热土。”

2014 年，深圳相继出台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
文件，规划建设深圳福田、罗湖和南山三大互联网
金融产业园区，大力推动民营金融和互联网金融集
聚创新发展，吸引更多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的网络
金融业态落户，培养了一批初具规模、在国内业界
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互联网
第三方交易规模突破 2.7 万亿元，将近全国的一
半；P2P 融资平台迅速增加，贷款成交金额每月都
在以 10%的速度增长；代理销售理财产品的互联
网金融超过 1000 亿元，成为银行理财类产品销售
新渠道。

许勤表示，早在 2008 年，深圳就把互联网产
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如今，“互联网+”已应用
于深圳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深圳，‘互联网+’
已与包括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在内的传统行
业各个领域深入融合，培育出众多新兴产业和新兴
业态，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互联
网应用日益广泛，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
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许勤将这几年深圳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及创新成
果归功于前瞻的发展眼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时，深圳已在考虑新一轮经济恢复期增长期最有前
景的产业。”许勤透露，近年来，深圳逐步确定了
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以年均
20%的速度增长，2014 年总规模达 1.88 万亿元，
占深圳 GDP比重超三成。

据悉，深圳已开始布局机器人、可穿戴设备、
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等产
业，着力培育深圳创新型经济新的增长点。

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
2014年总规模首次突破 5000亿元大关。

2014 年，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全行业实现
经 营 收 入 5106.94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0.02%。截至 2014 年底，上海规模以上软件和信
息服务企业近 5000 家，从业人员达到 58.9 万人；
其中 2014 年经营收入超亿元企业 437 家，累计 47
家信息服务企业在海内外上市。

2014 年，软件产业成为上海新经济发展的催
化剂，持续向服务化、网络化及平台化模式发展，
软件技术成为支撑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
新的重要手段，显著提升了商务、金融、物流、旅
游等现代服务业的水平。

软件对工业的促进作用持续加强。上海工业
软件在钢铁冶金领域强化既有优势、拓展业务空
间，逐步形成自动化工程总包能力；在轨道交通
领域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快国产化进程，推进
产业创新突破；在石化领域紧密结合应用需求、
瞄准高端产品，形成生产过程三优技术的产业
优势。

产业链整合力度加大。大企业通过换股、并购
入股等手段，在全国乃至全球布局，加大产业链整
合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2014 年发生重大并购案例 26 起，涉及金额超
过 200亿元，平均单笔案例融资 7.7亿元。

2014 年上海互联网产业高速增长，实现经营
收入 1095.98 亿元，同比增长 31.1%。从事网络游
戏运营研发的企业超过 300家，产值约占全国市场
份额的三分之一。

深圳：

集聚创新“互联网+”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上海：

软件产业助工业转型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受益于“青桐计划”的武汉大学生“创
业先锋”于义涛，凭借“电解铜箔生产生液
工序的溶铜设备及方法”这项创新成果实
施创业，产品远销国内外，实现年收入数
百万元。

武汉市拥有百万科技人员和百万大
学生，如何点燃他们的创新创业激情？武
汉市通过实施“青桐计划”、创办“青桐
汇”、建立“青桐学院”三部曲，为创业学子
打造了一座创新创业的“梦工厂”。

2013 年 8 月，武汉市出台《关于实施
“青桐计划”鼓励大学生到科技企业孵化
器创业的意见》，正式启动实施“青桐计
划”，对创业大学生实施租金补贴、项目支
持、平台建设、财税补贴和金融支持等五
大措施。截至目前，江岸区、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等 13 个行政区已累计建成大学生

创业特区 49 个，拥有国家级孵化器 22 家，
入驻孵化器创业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超过
1000个、人数逾万。

去年，在武汉理工大学举办的一次大
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座谈会上，大学生提出
希望能为创业者与企业家提供共进午餐
的机会，武汉市领导当即就承诺邀请成功
企业家与大学生创业者见面、聊天、传
经。不久，取名“青桐汇”的“武汉版”巴菲
特午餐应运而生，受到大学生创业者和天
使投资人的热捧。小米公司的雷军、人福
医药集团的王学海等成功企业家纷纷被
邀请作为导师，向创业学子讲述他们的创
业历程并分享成功经验。

据统计，目前青桐汇已累计举办 16
期，共有 81 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现场路演，
吸引国内 40 余家知名风投机构现场对接

项目，大学生创业项目已获融资 5.6亿元。
为向大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创业辅导，

武汉市提出了“打破大学院墙藩篱，构建
创业虚拟大学”的构想。2014 年 6 月 8
日，青桐学院在武汉理工大学大学生创业
园揭牌成立。武汉地区高校还开设了相
应的选修课，为其提供全方位、有针对性
的创业辅导，帮助创业大学生构建完整的
知识体系。

“青桐三部曲”实施以来，吸引了一大
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武汉创业，其中“千
人计划”、“百人计划”、“黄鹤英才计划”等
高端人才就达数百人。武汉市每年评选
100 名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的大学生

“创业先锋”，每人给予 3 万元奖励。目
前，全市已累计评选出 2批共 200名“创业
先锋”，兑现奖金 600万元。

2013 年 5 月，“85 后”胡卓从华中科
技大学博士毕业后，放弃了成为公务员的
机会，选择在 3D 打印领域创业。他所成
立的武汉易制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
发的桌面级 3D 打印技术，成功入驻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创业服务中心，并
在没有任何产品和盈利的情况下，拿到了

“武汉经济开发区高端人才聚集工程”的
200 万元创业经费扶持，胡卓本人也成为

“2014年度青桐创业十杰”。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

发说，“武汉要积极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宜
居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生活环
境和配套服务，推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
心创业、支持创业、参与创业的氛围，
让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青年人创新创
业的理想之地。”

武汉：“青桐三部曲”燃放创业激情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张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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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质量效

益为中心，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

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着力加强民生保

障，今年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开局，成绩来之不易。

新常态下，各地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企

业、产业对新常态的适应能力，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

动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步从顶层设计进入实质推

进，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大大增强市场活力和创造

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进一步打开，创新驱动

引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围绕重点产业和经

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各地积极寻找对

策，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各地的实践表明，我国经济蕴藏着巨大

的纵深发展空间。

让 改 革 落 地 让 创 新 成 长
——各地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张 玫 周骁骏 童 政 单保江

让 改 革 落 地 让 创 新 成 长
——各地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张 玫 周骁骏 童 政 单保江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要用足改革创
新动力源。今年以来，各地努力寻找经
济发展新动力，通过打造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
引擎”，念好增长与改革“双字诀”，推
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
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温州市 120 家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今年交由园区托管。这是该市政府为
小微企业“团购”优质服务、助推企业提高
专利管理水平、激发企业创新能力的一项
新措施。近日，首批 3 个中小企业知识产
权托管试点园区——温州市国家大学科
技园、鹿城区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和
瑞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挂牌成立。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开始，温州
市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双双突破万件
大关，这两个数据每年仍在递增。但一些
民企申请专利的拥有量仍然不大，缺乏专
利管理经验。

为此，温州市 2012 年出台了《专利资
助管理办法》，规定获得国内（包括港澳
台）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资助 3000 元、实
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 500 元、外观设计专
利每件资助 300 元。由此提高该市的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今年初，该市科技局又发布《温州市
加快实施专利战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十
四条政策》，正式启动中小微企业知识产
权托管服务，并计划在全市的工业园区、
孵化器基地、大学科技园等各类中小微企
业集聚园区开展知识产权托管试点，推行
专利服务券模式。目前，相关实施方案正
在制定。据介绍，温州将视各园区企业的
具体需求，推出专利管理工程师服务券、
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服务券等，为企业

“代购”或“团购”专利服务，从而降低企业
专利管理成本。据温州市科技局知识产
权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政府发券扶持企
业，企业凭券得到可靠的专利服务，中介
依券提供服务，政府按券给予补助，将激
活各方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广西南宁市计划建成科技企业
孵化器 14 家，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以上，建成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3 个
以上，吸纳就业人数 1万人以上。

据了解，2014 年，南宁市在科技创新
方面取得累累硕果。比如，全年通过自治
区级科技成果登记 112 项，28 个科技成果
项目获广西科学技术奖；研发示范农业新
产品、新工艺 35 项；全市共有 6 家孵化器
完成筹建，孵化器数量和质量居全自治区
首位。

今年，南宁市在科技方面还将有新的
突破。据悉，今年全市将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2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0%以上。此外，该市

还将引进、研发和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和新产品 100 项（个），重点扶持提
升龙头企业技术创新中心 10 家，农村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 15 个。在科技惠民方
面，南宁市将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加大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和
社会管理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提升科技促
进社会管理创新和服务基层建设的能力，
使科技服务民生更加深入。

近日，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行政
审批大厅，记者遇到了正在办理营业执
照的郭晴晴，她是即将创办的山东浩清
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对
外贸食品业务比较熟悉，一直想在这方
面创业。以前，办食品外贸企业营业执

照，要先把食品流通许可证办好。许可
证审批复杂，要等很长时间。有些企业
准备工作没做好，就得一次次跑腿，耽
误时间也影响心情。”

郭晴晴说，现在赶上了改革的好时
候。办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办理
由前置改成了后置，减少了很多麻烦，
估计几天就可以领到营业执照。这几天
就该做好开业准备了。

在窗口的工作人员名叫张春雨，这
会儿正是刚上班最忙的时候。

“今年比往年忙多了，”张春雨告诉
记者，“去年，在这个窗口每天办理营业
执照的只有 1 到 2 家，今年每天都有五六
家。”张春雨说：“虽然我们忙了，但群
众办事却简单了。”去年 3 月，山东启动
新一轮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出台 21 条意
见，条条瞄准“便利化”，千方百计方便
创业者。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年
检。”张春雨说，改革后实行年报制度，
企业按年度直接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工商局报送年度报告，不但降低
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还增强了企业信息透
明度。

张春雨说，今年不光业务更忙，责
任也比往年更重。改革后，一部分企业
工商营业执照审批权下放到了一线窗
口，审批步骤大大简化。她说：“以前，
我受理完以后分管局长还要审核签字。
现在受理审核都是我在窗口完成，我是
第一责任人，所以不能有半点疏忽。”

2014 年，邹平县营业执照比上年多
办了 5400 张，增长 60%以上。邹平工商
局局长梁明说：“注册公司的门槛和创业
成本在改革后最大限度降低，对小微企
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具有极大促
进作用。”

上图 一名男子在位于深圳南山

区的柴火创客空间观看各种创客产品

（2015 年 1 月 30 日摄）。深圳华侨城

文化创意园里，一间小厂房被改造成

了脑子里总有奇思妙想的年轻人的

“游乐园”——“柴火创客空间”，寓意

“众人拾柴火焰高”。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右图 这是在沈阳北方重工集团

有 限 公 司 拍 摄 的 盾 构 机（4 月 14 日

摄）。

4 月 14 日，在沈阳北方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直径达 14.1 米巨型盾构机

组装完成。这台盾构机是为香港莲塘

公路隧道挖掘工程量身定做的，部分

构件已经发往香港。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专利服务券扶持小微企业专利服务券扶持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深度服务民生

创业便利化释放市场活力创业便利化释放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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