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前是兰州科技大市场的创建者之
一，一直在科技部门工作的他目前担任
甘肃省科技发展投资公司总经理。在说
到兰州科技大市场之前，徐前先给 《经
济日报》 记者讲了一个著名的创客故
事：瓦特和他发明的新式蒸汽机带来第
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但他最初只
是建造了一个可以连续运转的模型，由
于资金短缺，这项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
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运用到工业生产中。
直到 1776 年，在商人博尔顿的赞助下，
第一批新型蒸汽机才制造成功并应用于
实际生产。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都是‘始’于技
术创新，‘成’于融资创新。”徐前认
为，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检验技术成果。“组成
创新市场的要素有很多个，如果单纯地
进行技术交易，将面临成果转化难、投
融资难、知识产权保护难等多个问题。”
徐前说。于是，今年 9 月 1 日，甘肃省
科技发展投资公司旗下的兰州科技大市
场应运而生。

探索企业贷款新模式

有技术没资金，这个曾经困扰瓦特
的烦恼，兰州泰坦生物科技公司副总经
理马锡群也遇上过。

“我们企业研发出了‘可预防和缓解
慢性咽炎的漱口水’，因资金问题很长时
间里没能从实验室走到中试和批量生产
的阶段。”马锡群说，由于缺少固定资产
抵押，泰坦公司饱受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等问题的困扰。

在金融业不发达的甘肃，很多科技
型企业有着跟泰坦公司一样的遭遇。为
此，甘肃省科技发展投资公司开辟了科
技信贷绿色通道，创新科技担保模式，
探索采用“知识产权+个人资产+个人信
用”和“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的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模式，降低了科技企业融资
门槛，简化了贷款流程，缩短了贷款
时间。

在这种新模式的帮助下，泰坦生物
科技公司顺利地从兰州银行获得 80 万元
贷款。仅仅用了 3 个月，“可预防和缓解
慢性咽炎的漱口水”产品完成中试阶
段，购买了所需的设备。马锡群告诉记
者，这种科技担保模式切实缓解了像泰
坦公司一样拥有知识产权却缺乏有形资
产企业的融资压力，“如今我们已形成了
年产 30 万瓶的生产规模，新增 300 万元
的销售规模。”

为了当好技术与资金之间的“红
娘”，兰州科技大市场已吸引 12 家银

行、5 家担保公司、8 家创投机构等专业
机构入驻，开展科技金融特色服务。其
中，甘肃银行、兰州银行分别成立科技
支行，已为 36 家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服务
80余项 （次）。

实现服务精准推送

这几天，信心满满地要打造一个校
园消费和农土特产电商平台的陈大杰正
在办理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专利等
手续。

“就在科技大市场，不用出门，所有
手续都办全了。”今年 5 月，陈大杰注册
成立了甘肃丝路云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这个自称上大学起“在兰州所有高
校都摆过地摊”的“80 后”，毕业后曾
经在一家网络公司干了两年。“我既对校
园消费有深入了解，也在电子商务方面
有实践经验，所以从去年开始就着手创
业。”陈大杰说。

擅长精打细算的陈大杰将办公场所
选在了科技大市场，因为这里为初创小
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工位，“每年能省下
10 万元左右的房租和设备开支，我可以
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上去”。更
让陈大杰欣喜的是，科技大市场就像一
个资源“大超市”一样，从知识产权服
务到融资、项目对接、创业培训、技术
信息、创业政策解读等，几乎能满足一
个创业者的所有需求。

开业初期，兰州科技大市场的网络
平 台 已 注 册 企 业 、 团 队 数 2000 家

（个），入驻服务机构 100 多家。兰州科

技大市场管理公司总经理王国栋在电脑
上打开页面向记者介绍，在这个网络平
台上，他们开发建设了服务需求信息
库、成果信息库、技术交易信息库、专
家库、科技项目库、创业项目库，采用
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在对网络平台用
户实时追踪记录，实现网络平台各项服
务精准推送。

目前，兰州科技大市场已汇集中国
技术交易所、西安科技大市场、上海张
江、北京大学等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
近 10 万项，入驻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 50 余家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事务中
心、甘肃省分析测试中心等 12 家科技服
务机构，同时还有兰州大学科技园等 34
家各类企业孵化器以及法律、财务、人
才等 6家中介服务机构。

搭建互联互通平台

“我们的初衷只是建设一个技术交易
的市场。”徐前说，他们经过调研发现，

“市场更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
记者在兰州科技大市场服务大厅看

到，1000 多平方米的场地根据科技大市
场功能定位，分为科技金融、技术交
易、创客创新、技术转移、中介服务等
8 个线下服务功能区和天使轮洽谈室、
融资路演中心等公共服务区。

在正式运营当天，兰州科技大市场
发起成立了兰州创客联盟。这个由 20 多
家企业和服务机构组成的联盟，将孵化
与投资相结合，集聚了各类创新资源。

作 为 兰 州 创 客 联 盟 的 副 理 事 长 ，

1898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陆德忠将他的
事业形象地描述为：用上海的项目吸引
北京的资金到甘肃落地。近两年，由北
京大学校友发起成立的 1898 咖啡馆成为
许多创业项目的融资平台。今年 8 月
底，兰州 1898 咖啡馆开业，陆德忠认
为 ， 在 创 业 者 寻 找 投 资 、 创 意 初 期 ，
1898 咖啡馆等众创空间可以为他们提供
场所，等到创业企业成长起来时，就需
要科技大市场这样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赵志福的福玖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以
动漫产品开发、制作、企业宣传、产品
演示等业务为主，虽是一家初创企业，
已从兰州科技大市场获益颇多。“这里会
定期举行一些商业路演，对于我们是一
种无形的帮助。”赵志福认为，创客们在
创业之初，除了真金白银的扶持，也需
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不仅仅是让每位
到场者相互学习，而且从中能获得好多
资源，从而完成资源对接，对于我们拓
展业务也有很大的帮助”。

为进一步集聚创新服务资源，兰州
科技大市场网络平台将建立分市场模
块，针对服务领域和所在区域设立专业
分市场和区域分市场。目前已与甘肃省
内各市州在建 14 个区域分市场，待各地
网络视频系统建设完成后，将实现主、
分市场信息数据和网络视频的互联互
通，形成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协同服务
体系。

徐前表示，下一步，兰州科技大市
场将与省外同类机构互联互通，“与其他
省的大市场互为分市场，通过网络平台
实现现场参与，告别线下高成本、低效
率的创新要素流动模式”。

“没有捷径，只有创新。”当湖南科瑞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甘红星被问及成功“秘
诀”时，他的回答简洁有力。

科瑞生物技术总监、副总经理左前进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几年前，他们对一种叫做二烯甾酮的药
物成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药物成分主要用于降低
血脂和胆固醇，是治疗高血脂的有效药物之一，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依照传统方式，二烯甾酮需要从植物中提取，工
艺复杂，提纯难度很大，有效成分含量低。而通过化
学合成制取虽然有效成分多，但质量不好，生产成本
大，还会造成污染。“如果想要突破，就必须有一种
全新工艺。”左前进说。

寒冷的冬日，左前进和同事在实验室和车间里不
分昼夜地重复着探索、失败、再探索的过程，即便手
长满了冻疮也毫不顾及。为了节约时间，左前进甚至
把铺盖带到厂里，曾连续在车间睡了一个多月⋯⋯

汗水终于浇灌出了创新果实。2007 年，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二烯甾酮合成新工艺研发成功，顺反异
构体比例达到天然二烯甾酮标准，大幅降低了生产成
本，实现了高效、节能、环保，奠定了二烯甾酮大规
模产业化的坚实基础。这种创新工艺为他们吸引来了
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印度等国的大批订单。“要
想创新成功，就必须在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去实践
探索，千万不要畏惧失败。”左前进感慨地说。

二烯甾酮的成功让科瑞生物打开了局面，他们不
断创新，相继开发出了薄荷酰胺及非那甾胺系列 20
多个产品，公司发展也开始了裂变式生长：从 2011
年至 2014 年，公司年销售收入从 1100 多万元猛增到
1.2亿元。

甘红星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
努力实现甾体激素药物及其中间体产量达到 300吨以
上，力争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甾体激素及其中间体生产
基地。”

兰州科技大市场

着力推动创新创业要素自由流动
本报记者 陈发明

科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艺造就大市场
本报记者 董碧娟 通讯员 陈海伟

日前，在浙江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举行的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材
料产业发展环境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
预计总投资 62 亿元的 7 个健康产业项目
正式签约落户绍兴高新区，建成后年销售
额将超过 100亿元。

近年来，绍兴高新区健康装备和医用
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持续增
长，区域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目前，高新
区正积极培育健康产业新增长点，体外诊
断、移动医疗、植（介）入性器械等新兴领
域得到蓬勃发展。

布局健康市场需求领域

在绍兴高新区，以浙江铭众科技股份
公司、明峰医疗、振德医疗集团、绍兴福清
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浙江优特格尔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浙江海圣医疗器械研究院等
为代表的一批生命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正
在快速崛起，并已形成品牌效应。

在位于绍兴高新区的浙江铭众科技
股份公司会议室，记者体验了该公司的移
动互联血压计，仅仅几秒钟，记者的血压
数据就通过蓝牙传输到了自己手机下载
的“心云健康”APP 上。在这款 APP 上不
仅能看到测试者本人的血压数据曲线，也
能看到家人的血压数据曲线。“心云健康”
系统还能根据用户数据情况进行分析，给
出运动建议或饮食建议。同时，该系统还
能将数据同步传输给社区医生，社区医生

则根据情况与用户进行交流，提供上门会
诊、送药服务等。

“未来，铭众心云移动健康系列产品
将为用户提供从受孕到终老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使民众拥有随身携带的健康档
案。”铭众科技董事长姚志邦教授说。

历时 5 年，明峰医疗研发出国内首台
拥有探测器自主核心技术的“X 射线计算
机体层摄影设备（16 排 CT）”，日前通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审批，成为浙江省首家获此医疗器
械注册号的企业。在已经得到的数据对
比中，这台 16 排 CT 探测仪在图像、噪音、
温控等方面超过了国际同类先进仪器。

“过去中国医疗器械市场 90%以上份
额被国外企业占据。明峰医疗的此次突
破，标志着我国开始打破西门子、飞利浦、
通用等国外公司在 CT 探测器技术上的垄
断。”明峰医疗董事长潘华素说。

绍兴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赵定国介绍，目前，高新区已聚集了 20 多
家医疗设备研发及生产企业，2014 年高
新区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行业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约 30 亿元，成为高新
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和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

提供一流创新创业环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绍兴高新区在发
展中着力培育创新服务环境，提升生命健

康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为支持明峰医疗发展，高新区以创投

基金投资 4000 万元入股明峰医疗，并为
其落实 128 亩项目建设用地；为扶持浙江
铭众科技股份公司的创立，高新区投入
2000 万 元 财 政 专 项 资 金 入 股 该 公 司
20%，并无偿提供 1 亿元作为公司日常运
营费用和项目研发配套经费。高新区还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产业重点领域的引
导、促进和扶持发展。在加强财政扶持的
同时，高新区注重针对健康装备和生物医
用新材料等企业共性需求搭建公共服务
平台，培育了绍兴科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绍兴千和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一
批专业服务机构。

此外，绍兴高新区十分重视人才培
养，优化创业环境。高新区建成了 3 家市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 2 家为国家
级，已投用的孵化器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
米。科创大厦二期、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在
建面积超过了 30万平方米。

目前，高新区已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 3 家、省重点企业研究院 2 家，拥有 1 个
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4 个市级院士专
家工作站。这都是高新区健康装备和生
物医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产业发展，政策先行。绍兴高新区针
对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产业发展

特点，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绍兴高新区
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完善针对健康装备和生物医
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创业服
务、科技金融服务、人才发展等全方位的
政策支撑体系。

绍兴高新区鼓励园区内金融机构开
展“助推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行
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制定并组织实施
符合园区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服务方
案。高新区还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和
保险产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
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产业链 （供应
链） 融资、科技小额贷款、科技保险、
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等业务，扩大对健
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产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贷款规模。

“力争到 2020 年，绍兴高新区引进
一批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项
目和创新创业平台，总量规模和质量素
质实现跨越发展，规模以上健康装备销
售收入达到 150 亿元，培育出年销售收
入超 10 亿元健康装备企业 3 至 5 家，建
设 1 至 2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
重点实验室，初步建成浙江省内一流、
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健康装备和生
物医用新材料产业集群。”赵定国说。

浙江省科技厅日前转发了 《绍兴高
新区健康装备和生物医用新材料产业发
展规划》，绍兴高新区的生命健康产业即
将驶入快车道。

浙江绍兴高新区布局现代生命健康产业体系

争 做 健 康 产 业 的 领 跑 者
本报记者 许跃芝

一直以来，西部半导体照明产业 （LED） 与国
际上的差距很大，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规模
小、产品技术档次低、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问题。这一
状况现在有了根本性转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使用
垂直结构 LED 外延芯片技术生产的第三代半导体照
明芯片在陕西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已经实现产业化。

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创客、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云峰及其团队研发的垂直结构 LED 外延芯片技术填
补了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所欠缺的这颗“中国芯”。
在这项技术的支持下，西部半导体照明产业实现了跨
越发展，仅减少国外产品一项就可节省近 10亿美元。

LED 外延芯片攻关创新成功，仅仅是西安留学
人员创业园众多科技创新成果的一个缩影。该园区管
委会副主任杨戎介绍，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是陕西省
在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设立的园中园，
目前园区已聚集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
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的 1056 名留学人员参与创业，创
办留学人员企业 872 家；已拥有由孵化基地、产业化
基地、综合性功能园区组成的 13 个创业基地，总面
积近百万平方米。

为了更好地支持留学人员创业，西安留学人员创
业园实施了“西安留学人员创业扶持基金”等一系列
政策，为留学人员提供创业启动资金、股权投资、贷
款贴息、财政奖励等扶持资金，降低留学人员的创业
成本。

同时，留学人员创业园建立了由“APEC 创业讲
堂”“企业成长讲堂”“企业发展沙龙”三部分组成的

“高新企业大学”，为留学人员提供系统的管理咨询与
培训，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一批留学人员由企业管理
的外行变为内行。

针对留学人员企业成长的特点，围绕企业不同发
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留学人员创业园还建立了“企
业联络员+项目经理+创业导师+商业资源”的四级孵
化服务模式，依托“高新企业大学”为归国留学企业
成长构筑专业的企业经营与管理、经济、法律服务平
台，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

让外行变内行
本报记者 雷 婷

左图左图 兰州科技大市场投入运营当兰州科技大市场投入运营当

天天，，一家企业展示的无人机吸引众多同一家企业展示的无人机吸引众多同

行业创客关注行业创客关注。。

照片由本报记者照片由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摄摄

右图右图 在众创空间的在众创空间的 18981898 咖啡馆内咖啡馆内，，甘肃启远智能科技甘肃启远智能科技

公司工作人员正与另外几名创客交流航模制作经验公司工作人员正与另外几名创客交流航模制作经验。。

本报讯 记者韩霁报道：国内首只国家资金引导
的知识产权股权基金——国知智慧知识产权股权基金
日前在北京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司长雷筱云介绍，该
基金首期 1 亿元规模，主要投资拟挂牌新三板的企
业，定向用于企业知识产权挖掘及开发。基金将在细
分行业及细分地域上与其他机构合作，大规模复制并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在助力专利创新和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中最大程度发挥政府资金引导性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主
任白光清认为，通过设立基金，以少量的政府资金带
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企业的专利创新和知识产权综
合实力提升，为探索中国专利运营新模式迈出重要
步伐。

知识产权股权基金助力专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