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中科院不
仅要在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上有所作为，
也要延长创新链，把科技成果变为现实生
产力，成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力军。”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曾如是说。
去年一年，中国科学院通过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项目，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
3831.4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68%。

近年来，中科院着力在院地合作的广
度、深度上大做文章，推出一批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专业服务平台，并与地方共建研
发基地等，帮助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
把手中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近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来到科
技强省江苏采访，探寻“院地合作”的种子
如何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立足优势 分工合作

一支画笔能够将你的“脑洞”开到多
大？在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神笔
马良”的故事在这里成为现实。由研究院
孵化的南京百川行远激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的一款 3D 创意打印笔产品，可
以做到画什么即出现什么。一眨眼的工
夫，工作人员操作画笔在空气中描绘的一
个圆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固体圈。

“研究院为产品提供光固化技术支
撑，我们利用 LED 光线照射笔尖涌出的
液体树脂，在 0.1 秒内瞬间立体固化，让
创意不只停留在纸间。”公司董事长任刚
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获得全国科技活动
周的“最受公众喜爱奖”，2016 年销售额
逾千万元。公司还深度打造以 3D 打印产
品为核心的 STEAM 课程体系，现正在全
教育渠道复制推广。

不仅如此，与风电、航空、气象、军事
国防等领域应用密切相关的风场信息实
时测量，未来也要靠激光雷达技术说了
算。“譬如监测低风切变现象可能对飞机
起飞和着陆阶段造成不利影响，是世界各
国长期以来研究的课题。”南京牧镭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军表示，激光雷达
被认为是观测风切变最为成熟有效的技
术。公司正在与相关部门洽谈，一旦成本
符合要求，200 多个国内机场将有望安装
由其研发的激光雷达设备，保障航空飞行
安全。

正是借力创新平台优势，顺应市场需
求而生的好产品层出不穷。“高校院所的
科研往往停留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原型上，
它的成熟度与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
都不高，而中小型企业大量缺乏成果、人
才和技术服务，亟需一个中间环节，打通
从院所到企业成果转化的通道。”上海光
机所副所长、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院
长陈卫标介绍，2012 年上海光机所与南
京开发区管委会合作共建科技成果中试
孵化基地——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当时给研究院定下的两方面核心工作就
是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促进
激光产业资源的集聚与发展”。

为此，上海光机所与激光研究院之间
有明确的分工：前者定位于国家重大专项
任务和重大基础研究，持续输送原创性成

果；后者承接这些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
开发”，开展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与产业集
聚。如此一来，原先多项难以转化或正在
沉睡的科技成果得以被唤醒，大批创新创
业人才、企业和产业资本也纷纷到来，先
后培育和引进了 30 余家激光与光电领域
的高科技公司，2016 年孵化企业的销售
总额达 4 亿元，研究院作为激光产业发展
的“强磁场”效应日益凸显。

整合资源 规模发展

从建立平台到孵化企业，再到培育成
熟的产业集群，不仅仅是人才和资源的简
单堆积，科技成果转化还要找准产业发展
的难点、痛点。

“我国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仍大量依赖
进口，恰恰反映出我们在工程技术环节转
移转化的能力还较为薄弱。”中科院苏州
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唐玉国介
绍，“从散落在桌面的几个元件到做成样
机后实现规模化生产，研究所摸索出一套
以医疗器械工程化技术研究为主导、知识
产权为纽带、资本为辅助，多要素紧密结
合的全产业链成果转化模式”。

这里有科技成果工程化主体平台
——苏州国科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
总额 3 亿元、旨在扶持科研人员的“苏州
分享高新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还成立了中科院先进医疗器械产业孵化
联盟，提升医疗器械产品系统集成能力。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
所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医工结合”之
路。“我们让医生参与到医疗器械的工程
化过程中，从成果转化前端保证了最终产
品的适用性，有效降低医疗器械产业化风
险。”唐玉国介绍，苏州医工所已在长春、
苏州、上海等地与 6 家医院进行全面对接
交流，首轮征集了 305 个项目，涉及 100
个科室、137 名医生，并已有多个项目顺

利实现成果转移转化。
在苏北地区，凹凸棒石是一种可以被

广泛运用到化工、建材、医药、环保等诸多
领域的天然矿物材料，而具备占世界总量
48%、国内总量 74%的凹凸棒石矿产资源
优势的盱眙县，该如何破除传统的粗放加
工模式，开辟科技创新的“生财之道”？

2010 年 6 月，中科院与盱眙县人民
政府联合共建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这也是目前中科
院设立的唯一一个县级研发中心。自建
立之初，中心就采用“大平台”合作模式，
先后引进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
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单
位。中心主任王爱勤介绍，盱眙县每年出
资 200 万元设立开放课题，由研发中心主
导研发方向，入驻单位根据企业需求来确
定研究课题，资产所有权归各个单位，仪
器设备等资源则实行相互开放。

研发中心于 2015 年成功破解凹凸棒
石晶体解离的关键技术难题，实现其从矿
物材料到纳米材料的“华丽转身”，并助推
盱眙县建成凹凸棒石黏土加工企业 55
家，生产产品 50 余种，形成了产业集群，
当地的凹凸棒石产值也从 2010年的不足
4亿元，跃升至现在的 20亿元。

开放共享 探索前沿

科技成果转化难，一批围绕前沿科技
探索的高技术成果转移转化难上加难。
譬如纳米技术研究和开发所需要投入和
耗费的高额仪器设备、资金和人才等，就
往往将一些中小型纳米企业的创新创业
梦想拦在了门外。

在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
研究所，高技术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却迎刃
而解。研究所先后投资建设了纳米加工、
测试分析和生化平台等 3 个纳米技术公
共平台，并建成 5500 平方米的超净微纳

米加工实验室，装备总投入 1.2 亿元，形
成同时满足纳米技术科研和企业小批量
生产的加工能力。“实施开放共享、高效运
行，才能促进不同学科间相互交流、共同
创新。”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所长杨辉说。

目前，3 个平台年均服务客户 300 余
个，服务金额超过 2 亿元，培训人员达 1.4
万人次。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
旭东指出，平台的对外开放，解决了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缺设备、缺技术、缺
资金、缺人才的难题，有效改善了所在区
域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环境。一
批纳米技术相关企业依托平台开发产品，
逐渐实现成果转化、中试放大，最终落户
苏州。截至 2016 年底，以苏州纳米所的
平台为核心支撑，在周边聚集起约 410 家
纳米技术应用企业，实现产值 383亿元。

与此同时，世界首个纳米领域大科学
装置——纳米真空互联综合实验站也预
计于 2018 年在纳米所建成。“这个实验装
置是在类似太空的全真空环境下的纳米
器件研发平台，相当于把现有的加工设备
统一搬到太空。”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
员丁孙安说，届时，实验站将实现材料制
备、测试分析与微纳加工工艺等方面的协
同效应，为科研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
供先进的开放平台。

开放共享才能互利共赢。如今，中科
院与江苏省的院地合作发展遍地开花。
仅南京、常州、扬州、泰州、苏州五大平台
型产业化中心就集聚人才 4800 多人，转
化科技成果近 800 项，为企业创造效益
200 多亿元；累计孵化企业 294 家，年销
售收入约 40 亿元；累计建成公共服务平
台 50个，2016年服务企业 1100余家。

“从‘十一五’初期的 100 多亿元到
2016 年的 1100 亿元，院地合作产出已连
续多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有力增强
了江苏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
产业的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江
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说。

中科院与江苏共建研发基地——

院地合作，让科技照进现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中科院与江苏共建研发基地——

院地合作，让科技照进现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2016 年 被 称 为“VR
元年”，由爆发转入平稳发
展阶段的 VR 未来将何去
何从？日前在北京举行的

“新浪潮，新活力”全球虚
拟现实产业峰会上，专家
学者和 VR 领域从业者对
VR 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
行分析，描绘 VR 在元年
之 后 的 第 二 年 的 发 展
蓝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
平指出，当前内容质量较
低、多样性较差、相关人才
数量不足等因素制约了
VR 产业的发展，VR 要发
展需要持续的关键技术突
破与科技创新支持、各类
VR 人才支撑和不衰的市
场需求拉动。

赵沁平认为，未来的
行业分化将会越来越清
晰。他表示，“VR+”的发
展会带动形成三类新兴产
业：大众消费类 VR 产业、
行业类 VR 产业和专业化
VR产业。

那么，在目前发展最
火热、涉及面最广泛的大
众消费领域，VR 发展的
重点方向有哪些？

首先是内容。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内容是 VR
发展的关键。NBC 全球副总裁 John D. Canny 表示，

“2016 年是我们做‘可以做’VR 内容的年代，而 2017
年是我们做‘值得做’VR 内容的年代”。他认为，有些
内容可能并不适合做成 VR，在 2017 年大家将发现哪
些内容是应该做成 VR 的，而不会像 2016 年那样不加
区分，把所有内容都盲目地“VR化”。

具体到某一领域，比如火热的 VR 游戏，HTC
VIVE 全球新科技部门副总裁鲍永哲认为，多人连线
与社交内容将成为游戏的新趋势，多人的射击类和角
色扮演类游戏将有望出现。“去年的游戏以单机为主，
在今年很多游戏都会有多人连线，也可以代入社交性
的功能，增加用户使用的黏性和时长。”鲍永哲说。

VR 给用户带来的体验也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对
软硬件系统进行持续不断的完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直观体验和感受 VR 设备的场所，比如建立更多
线下体验场馆。“线下体验店是有商业模式的，而且可
以把 VR 带到消费者身边。VR 是需要体验才可以了
解到的一个新科技。通过广泛布点开设体验店，可以
让 VR快速地渗透到消费者群体中。”鲍永哲说。

来自技术层面的发展和创新是支撑 VR 发展的决
定因素。暴风魔镜 CEO 黄晓杰提出，操作系统的介入
有助于 VR 行业标准的建立。他表示，2017 年行业和
去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从操作系统的底层支持
VR/AR，如谷歌推出 Daydream 平台、微软推出 Win-
dows Holographic。行业标准会推动整个产业链的
形成，带来良性发展。“我相信 2017 年会是一个 VR 真
正的爆发元年，因为操作系统的介入会让整个产业链
从芯片到屏幕、存储、带宽，到操作系统、软件这些所有
的生态、业务被带动。”黄晓杰说。

面对内容质量较低

、多样性较差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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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该往哪里走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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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工作繁忙，
但是滴滴打车创始人兼 CEO 程维还是准
时出现在了近日在江西上饶举行的全球
饶商回归大会的现场。和他一起回到家
乡的还有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中智互
联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新等近千
名饶商。他们汇聚一堂，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的：为家乡经济发展出资出力。

如今，“回归创业”已经成为大众创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扶持回归创业，对
促进各地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壮大
县域经济实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上饶高铁站附近有一块区位优势
极佳的商业、商务居住用地，总投资 10 亿
元的饶商总部基地项目正在紧张地建设
中，落成后将有近百家饶商企业集中签约
入驻基地。不远处，占地 870 亩的上饶市
农产品交易冷链物流园、占地 220 亩的建
筑科技产业园⋯⋯一批“饶商回归”工程
都在同期施工中。

这是回归创业创新力量的蓄积。数
据显示，2013 年至今，饶商返乡创业项目

已超 300 个，总投资额超过 700 亿元，本
次饶商回归大会又签订了 270 亿元的投
资项目。广丰的红木产业、德兴的遮阳产
业、鄱阳的紧固件产业、余干的水钻产业
等特色经济正在集聚发展。

“饶商不管身在何方，内心都有一个
共同的愿望：希望家乡越来越好。”饶商联
合总会名誉会长、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说，饶商要结合自身特
点，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实施具体项目，参
与家乡建设。

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
表示，包括饶商在内的广大赣商在自身
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回乡创
业，投资家乡建设，支持家乡发展，赣
商回归创业已成为推进江西“创新引
领、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上饶要以全球饶商
回归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饶商、
赣商的沟通交流。

回归创业不仅给地方经济带来了雄
厚的资本，更加速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海普洛斯公司今年将在上饶空港新区建
设精准医疗健康产业园，推进大健康产业
在上饶的落地。深圳上饶商会常务副会
长、海普洛斯创始人兼 CEO 许明炎对记
者说，饶商的回归、人才的回归对上饶的
发展至关重要，未来相信上饶的大健康产
业一定能走在全国前列。

记者了解到，上饶市现有在外打拼的
从商人员 200 余万，在外创办企业 2 万余
家，投资总额数万亿元，代表性行业涉及
投资、电子软件、网络、健康、五金机电、建
材、房地产、进出口贸易等领域。

对于上饶地方经济发展，这无疑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了推动在外成功人
士回乡创业、加快本土经济发展，2013
年，上饶市开启实施“饶商回归”工
程，并先后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外地驻饶
及上饶驻外商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回乡
创业的意见》《关于实施“饶商回归”工程
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引导饶商回乡创业
投资。

上饶市委书记马承祖表示，为使政策

落到实处，上饶在经开区专门划出 2 平方
公里土地作为饶商回归创业园，在产业准
入、项目立项、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最优
服务。

伴随“饶商回归”工程的迅猛推进，越
来越多的饶商加入返乡创业大军，成为推
进上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值得注意的
是，在推动饶商回归创业的过程中，饶商
联合总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13 年饶
商总会成立以来，积极联合各地上饶商
会，主动组织、协助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动
员异地饶商返乡创业，在上饶落地的优质
饶商项目中几乎都有商会的影子。

目前，饶商联合总会在北美、澳洲等 5
个地区以及国内 23 个设区市城市建立上
饶商会、代表处、办事处，会员企业已达
6000 余家，引导饶商向科技创新型、农产
品精深加工型、出口创汇型、现代服务型
等产业和行业回归转变。

“各地上饶商会一头连着饶商，一头
连着家乡，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联系饶商的
桥梁和纽带。”马承祖说。

江西上饶积极引导饶商回乡创业投资——

“头雁”领航飞 发展后劲足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一个时装设计师的创业路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以“创·造·生活”为主
题的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近日圆满收官。大赛
自 2016 年 9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赛作品 4023 件，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市及国外多个国家的选手参
与。最终，《梭说侗锦亚麻系列》获得金奖，获奖者现场
决定把 30 万元奖金全部捐助用于通道织锦文化的建
设，让当地织娘拥有自己的“织娘之家”。

能落地的设计才是好设计，注重“产品落地”成为
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的特色与标准。大赛评审
主席何人可介绍，评选标准瞄准消费者的需求，强调实
用性，确保能将创意转化成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产
品。已经投产的产品优先，有创意无产品的则关注转
化周期。

评选以“产品落地”为标准

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落幕

③③

图①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内的世界首个纳米领域大科学装置——

纳米真空互联综合实验站，预计将于 2018年建成。

图② 中科院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孵化的南京百川行远激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操作一款由公司开发的 3D 创

意打印笔产品。

图③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展出的高效传热微纳界面、仿生电子皮

肤传感器等。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蔡萍萍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在上

海和杭州做过知名服装品牌的设计师。2014 年底，她

回到家乡福建省石狮市，创设自己的时装工作室，独立

设计婚纱礼服。两年多时间里，蔡萍萍亲力亲为，把手

中的婚纱当作艺术品，一针一线都非常用心。她的婚

纱礼服作品登上了 2017 石狮国际时装周 T 台。图为

蔡萍萍（右）在工作室赶制样品。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