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大赛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
科技部 2016 年 12 月初发布的 2015 年度
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举办科技类
项目投资宣传推介活动 1.16 万次，共有
156.96 万人参加宣传推介活动；举办科技
类创新创业赛事 3383 次，共有 183 万人
次参加赛事。目前，全国各地仅科技类的
创业大赛已经数以万计，为初创企业提供
了大量的展示机会。

在“资本寒冬”的大环境下，投资机构
愈发理智和谨慎，投资者和资本聚集的创
业大赛成为早期缺乏创业资源的创业者
获得关注的最好舞台。但是，在此情况下
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有些创业者抱有投
机心理，将创业大赛当作免费路演的机
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更多评委、投资
人接触。他们靠“广撒网”刷“存在感”，但
是项目却乏善可陈，不具备创新性和投资
价值；另一类高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只顾深
耕项目，却“只会做不会说”，也得不到投
资人的认可。

相较会讲故事但没有真本事的创业
者，有着硬实力却无法发挥作用的创业项
目无疑更令人惋惜。近年来，随着创业大
赛逐步发展成熟，其助力创新项目落地、
帮助创业者成长的作用凸显，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创业者参与其中，其中不乏科技型
企业创业者。不少此前埋头于钻研技术、
不问市场发展的创业者开始走出实验室，
大到投融资知识、企业管理知识、法务知
识，小到如何路演、如何做 PPT，都在创
业大赛的培训中得到系统学习。他们积
极踊跃参加并在比赛中多方“取经”，切实
提升了自己的融资能力。

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和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指导举办的第五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日前落下帷幕。这项
比赛已经成为“双创”的重要推手，挖掘和
培养了许多成功的项目和企业家。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复杂
先天性心脏病右心室流出道修复与重建”
项目曾获得首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企业
组第一名。公司创始人金磊介绍，公司不
仅获得大赛 80 万元扶持资金，还得到了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大专院校合作的
机会。目前，佰仁医疗的“肺动脉带瓣管
道”产品是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植入的

标志性产品，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上市。

西安拓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第四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行业总决赛企业组第二名。这家
在高校中萌芽、成长的企业已经成为高校
创新创业的代表，也激励更多高校人才加
入“双创”大军。比赛之外，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还为优秀项目提供业务合作、资源整
合的机会。拓达农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李毅博士就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优秀
代表参加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体会议。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高质量的创业
大赛不仅为创新团队提供展示机会，还通
过其平台的投融资服务、行业交流、品牌
推广等，对优秀项目进行跟踪服务。参赛
优秀企业和团队凭借硬实力获得的成绩，
也成为打动投资者的“敲门砖”。一批此
前专注技术、科研、教学等领域的创新人
才，通过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与行业内其他
优秀企业、资深专家交流的机会，逐步成
长为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创新必须要靠创业来实现价值。”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的一位参赛选手这样
说。这也是诸多创业大赛最终要实现的
目标。

从珠江口的宝安智谷到坂雪岗科技
城的华为总部基地，从大亚湾旁的大鹏
海洋生物产业基地到坪山区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行走在深圳，处处都能感受到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抢抓改革发展
先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带来的创新创
业热潮。

立足优势

创新元素齐汇聚

成立于 2014年 5月份的深圳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
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总面积 397
平方公里，涵盖了深圳 10 个行政区和新
区的产业用地，相当于在深圳圈定了一
个“科技特区”。

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
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和制造业多年累积
打下的坚实基础——不仅在于其遥遥领
先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和研发投入，更在
于其根植于“双创”沃土、相对完善的产
业链与创新链。

曾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谢帼望，
回国后在深圳创办了一家智能硬件孵化
器公司。她说，深圳有着高密度的供应
链和高效的生产能力，硬件产品从构想
到成品，再到小批量生产，转化速度极
快，是公认的“硬件创业天堂”。

深圳还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创投环境
和孵化氛围。已投资过多家企业的松禾
资本创始合伙人罗飞说，深圳创业投资
机构和孵化器众多，有着广泛的产业资
源。“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池，不
同项目之间总能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
反应’。比如，一个运动耳机的团队入驻
一个孵化器，其背后的资本曾经投资过
国内最大的跑步社交软件，这样两个项
目就有了共享渠道和资源的可能。”罗
飞说。

南山区是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核心区域之一，这里汇聚了超过 200
家众创空间、1700 多个团队和 6500 多
名创客，已经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
小企业“铺天盖地”，既有“参天大树”又
有“小苗苗”的创新创业“雨林”生态。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
表示，深圳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已
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要立足于现有
优势，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构建更加完
善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建成“更高水
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简单地说，
就是在人才、载体和企业三大关键创新
因素的支撑下，进一步推进深圳科技发
展和创新能力建设，服务产业、引领产
业，并且部署前瞻基础研究。”

不同于一些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
多园”的建设模式，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成集合

包含人才资源、基础研究、科技服务、金
融支持、商业模式等诸多创新元素在内
的区域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强化服务

顶层设计显特色

曾有专业人士直言深圳创新发展的
不足和短板：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仍
需增强，一些关键领域的研发能力不
足，部分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还不高；
缺乏高水平的开放式国际交流平台，科
技服务机构的对外开放意识和涉外业务
开拓能力相对落后。

针对这些不足，两年多来，深圳注
重规划引领，着力完善创新政策体系，
强化示范区政策顶层设计，在已有的科
技创新促进条例、技术转移条例、自主创
新“33 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
深圳出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
划、空间布局规划和建设实施方案；
2016 年 3 月份出台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
的若干措施》 等系列政策，就“优化综
合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区”
制定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支
持众创空间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对科技
创新的服务支持”等诸多措施。

2016 年 10 月份，《深圳经济特区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草案）》 首次
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条例

（草案）》 提出，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
向创新服务转变，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科
技项目；建立创新型产品和服务政府首
购制度，为产品更好地开拓市场“加

油”；允许取得香港执业资格的专业人
士直接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内
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专业服务等。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
长曲建对记者说，一揽子体现“深圳服
务”特色的政策设计，有助于进一步形成

“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将破除
科技创新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助力深
圳建设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供制度
保障。

补齐短板

紧缺人才蜂拥至

深圳在人才数量和结构上面临着高
技能人才缺口大、高层次人才比例小、人
才分布不均衡等突出矛盾。不集聚科技
人才，那么增强科技创造原动力、提高创
新国际竞争力将成为一句空话。深圳选
择以“促进人才优先发展”作为突破口，
培养引进高精尖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

2016 年 3 月份，《关于促进人才优先
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提出 20 条 81 项
措施 178 个政策点，涵盖人才引进、培
养、评价、流动、使用、激励等各个环节，
重点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的体制机制障
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新政”出台
后，人才安居、医疗、教育、出入境便利等
配套措施先后落地。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
是全球知名能源专家，2016 年他作为

“杰出人才”来到深圳，受聘于南方科技
大学就任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如今，

他已将工作重心转到深圳，正带领南方
科大相关团队攻关清洁能源项目。“人才
新政”出台后，已有 5 名全职院士扎根深
圳；深圳还新认定“孔雀计划”人才 388
人，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接踵而至。

各类创新人才和团队为这座创新之
都带来了不竭的创新动能。仅 2015 年
以来，深圳已新组建智能机器人、基因免
疫治疗、神经科学、大数据、石墨烯等一
批新型研发机构。截至 2016 年底，深圳
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
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
1487家，其中国家级创新载体 94家。

不仅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还应就地培养创新人才。深圳要在
国际创新竞赛中由“跟跑”变为“领跑”，
做好前瞻性基础研究尤为重要。

高等教育一直是深圳的“短板”，如
何突破？深圳另辟蹊径，通过高起点筹
建高校、引入知名高校共建深圳校区、兴
办特色学院等改革创新之举奋起直追。
两年来，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校区已经开始招生教学，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与深圳签约共建深圳校区。2016 年 10
月份，《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
见》出台，提出到 2025 年，深圳将建立国
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两年多来，深圳推出的供给侧系列
政策举措，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补给创新要素，创新基础能力建
设实现重大跨越，创新型经济主引擎作
用更加突出。

岁末年初正是上海最为寒冷的时候，然而诸多金
融创业者却在上海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热闹地汇聚
一堂，浓厚的创业氛围让寒冷的冬天充满了春天的
温暖。

这是上海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内举行的一次常
态化活动。记者获悉，上海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针
对园区内的金融创业者，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金融专业
领域的活动，比如涉及投资策略、金融前沿技术的

“陆家嘴分享会”、主题涉及金融科技类的“陆家嘴周
末金融微讲堂”、针对园区私募证券基金推出的“私
募百咖会”以及针对金融白领推出的生活类金融咖啡
俱乐部等。截至目前，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主办或
承办的各类活动已达 120场。

为了更好地服务创业者，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
共计推出 1 万平方米的物理空间作为新金融孵化基
地。其中，一半用作创业办公室，为入驻企业提供符
合需求的硬件设施，另一半设立路演大厅、多功能
厅、创业咖啡厅和公共会议室等，用于举办公益性质
的活动。

同时，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加紧推动“陆家嘴
新金融”线上和线下结合，旨在汇总和整理上海乃至
全国各地的金融类专业活动信息，为金融从业者及爱
好者打造一个专业活动信息发布平台。“我们主要的
孵化对象是金融科技企业和私募证券基金，所以我们
着力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硬件环境与创业服务相
结合的创业生态体系，从而打造空间共享、知识共
享、产业链资源共享、服务共享的新金融创业服务平
台。”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武汉天昱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和华中科技大学日前
与空中客车公司 （Airbus） 在武汉签署了三方合作
协议，宣布正式在航空工业制造领域展开合作。这是
我国与大型跨国企业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又一项合作。
作为全球民用飞机制造商之一，此次空客公司看中的
是华中大数字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海鸥教授
主导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新技术“智能微铸锻”，这一
技术改变了“铸锻铣分离”的传统制造历史。

在传统机械制造中，浇铸后的金属材料不能直接
加工成高性能零部件，必须通过锻造工艺才能改造其
内部结构，解决成型问题。但是，由于以往对超大锻
机的过度依赖，导致机械制造投资大、成本高，制作
流程长、能耗巨大、污染严重，并且难以制作梯度功
能材料零件。作为后起之秀的常规金属 3D 打印技术
因为能够解决这些弊病而受到青睐，在航空航天、模
具及汽车领域开始获得应用。

不过，传统的金属 3D 也存在缺陷。“以往常规
3D 打印没有经过锻造，金属抗疲劳性严重不足；制
件性能不高；存在气孔和未融合部分；大都采用激
光、电子束为热源，成本高昂。所以，形成了中看不
中用、应用困难的局面。”张海鸥介绍说。为解决这
一世界性技术难题，张海鸥教授团队经过十多年潜心
攻关，独立研制了铸锻铣一体化技术“智能微铸
锻”，获国际和国内 20多项发明专利。

经过专家验证，采用“智能微铸锻”技术生产的
零部件，各项技术指标和性能均稳定超过传统铸件。
同时，该技术以金属丝材为原料，材料利用率达到
80%以上，丝材料价格成本为目前普遍使用的激光扑
粉粉材的十分之一左右。在热源方面，使用高效廉价
的电弧为热源，成本为激光器的十分之一。并且这一
技术能同时控制零件的形状尺寸和组织性能，大大缩
短了产品生产周期，制造一个两吨重的大型金属铸
件，过去需要 3个月以上，现在仅需 10天左右。

中国航发集团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航空
首席技术专家曹腊梅表示，3D 打印成型技术最大的
优势是实现了任意复杂结构的精确控型，这对于追求
长寿命、高可靠性的航空发动机关键热端部件高效快
捷、高产出率、低成本制造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创
意、前景广阔的先进技术。

目前，“智能微铸锻铣复合制造”已经应用于西
航动力公司、西安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动力公司新产
品的开发，试制了高温合金双扭叶轮、铝硅合金热压
泵体、发动机过渡段等零件，以及大型飞机蒙皮热压
成形双曲面模具、轿车翼子板冲压成形 FGM 模具
等，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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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性能稳定、精确控型——

中国金属3D打印“伴飞”空客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王潇潇

上海陆家嘴构建金融孵化平台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首款多式联运铁路货车通过评审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由中铁联运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专家团队经过 3 年多的研究攻关，我国第一代
多式联运专用车——X5 型多式联运专用车日前通过
了试用评审。

据悉，X5 型多式联运专用车可装运公路半挂
车、双层集装箱等多种运输装备，具有较强的通用
性。该车丰富了我国铁路货车品类，对发挥铁路在多
式联运物流运输中的主导作用，促进公路、铁路、水
运、航空的合理分工，丰富多式联运产品，降低社会
物流总成本提供了先进技术手段。

这次评审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管理部会同运输
局组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
所、中国中车等单位专家、学者参加，评审了 X5 型
多式联运专用车的研制工作报告、强度刚度检验报
告、动力学性能试验报告、冲撞试验报告等，并现场
考察了样车。

图① 深圳鸿合科技集团在深圳市坪山区智能制

造示范基地的“鸿合 HiteVision”自有品牌生产线。

图②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在做实验。

图③ 深圳高新技术园区场景。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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