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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学城

升级“创新生态雨林”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

聚焦重点引人才

32个院士项目落户青岛国际院士港

构建院士创新产业化高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何满潮院士研发的NPR新材料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已经投产。 孙志文摄（中经视觉）

陈璞院士团队与一达生物科技公司合作促进新药产业化。
丁 之摄（中经视觉）

辽河油田破解稠油和超稠油开采技术难题

3个绝招提升稠油采收率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张 涛

青岛国际院士港通过引进高端人才，聚集起众多创新资源，目前已与数百家企业、

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合作关系，不仅成为青岛市李沧区产业创新的“主引擎”，而且已成

为全球院士创新产业化高地

集聚科技资源和高端人才

重庆建设环西南大学

创新生态圈

原始创新单个项目支持金额
最高 2 亿元、对示范带动效果好
的人工智能深度应用项目给予最
高 1000 万元支持……在去年出
台“创新发展十六条”的基础上，
北京市海淀区再次推出一揽子新
政，全面升级中关村科学城的“创
新生态雨林”。

北京市海淀区围绕夯实基础
前沿研究能力、前沿产业发展、服
务平台建设、创新要素供给等方
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力
求更加精准地对接创新主体的需
求，持续激发各个创新主体活力，
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

中关村科学城是全国人工智
能发展的源头和战略高地。数据
显示，海淀区聚集了全国近20%
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是全球人工
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海
淀区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上率先
起跑，在主要细分领域已经拥有
了一批代表性企业，并开始着手
建设中关村自动驾驶示范区，建
成了全国首个封闭测试场地。

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和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引领发展，
构建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高地和
产业发展高地，海淀区发布了《关
于加快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创
新引领发展的十五条措施》《关于
支持中关村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引领发展的十五条措
施》两个产业政策。这两个政策
注重发挥创新要素集聚和产业链
条完善优势，突出重大原始创新
激励，持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和开源开放平台建设，主动开
放应用场景引导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以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培育

“耐心资本”，引导投早投长投原
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世界级新高地。

例如，在人工智能产业原始
创新能力提升方面，海淀区支持
高校院所、新型研发平台和顶尖
科学家团队等创新主体，面向未

来开展跨领域、跨学科、大协同的
超前研究和创新攻关，对实现重
大突破的项目最高给予2亿元资
金支持；支持企业围绕人工智能
芯片、核心算法、操作系统等“卡
脖子”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对
取得颠覆性创新成果的项目，给
予最高1000万元、最多连续3年
的资金支持。

为培育“耐心资本”，海淀区
将联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
院，发起设立总规模20亿元的人
工智能科学家创业基金，并设立
1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引导基金，
加强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早期投
资、长期投资、分阶段连续投资和
产业链组合投资。

此外，海淀区围绕人才住房
保障和区域空间资源管理，发布
优化海淀区人才公租房保障和管
理、海淀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产业空间资源管理和利用实施意
见两个政策。人才公租房政策将
精准解决人才居住难题，降低创
新人才生活成本。产业空间资源
管理和利用政策则在中关村科学
城空间资源有限的现实困难下，
进一步提升空间资源对高精尖产
业的承载能力，提升产业空间利
用效率，适当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并同步提升空间配套服务水平。

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需要
打通企业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
里”，搭建新技术新产品验证、展
示和推广平台，促进企业创新成
果应用推广和价值提升。为此，
海淀区遴选区域内前沿技术和代
表性企业，首批推出智慧医疗、科
技公园、智慧社区、金融风险智能
监测、超高清视频技术、5G 技术
推广等 17 个重点典型科技应用
场景。这些场景都由海淀区职能
部门牵头实施，在投资和运营模
式上，采用政府投资和企业筹措
资金等多元化投入方式，对于企
业投资类项目，区政府给予一定
比例资金支持。

第三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岛国
际院士论坛活动日前在山东省青岛市
举办，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院士齐聚
一堂，共谋发展。海外院士青岛行暨
青岛国际院士论坛已举办 3 届，青岛
国际院士港硕果累累：已有 161 名院
士签约、32 个院士项目落户，各项目
都拥有顶尖技术，其中13个项目已产
出了 42 种产品。2018 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税收突破10亿元。

建设高端人才聚集地

青岛国际院士港的创意，可谓是
被“困局”逼出来的。2013年，青岛启
动了老企业搬迁计划，李沧区列入搬
迁改造的企业共有57家，全区三分之
一的经济总量被带走。

李沧的前路在哪里？李沧区委书
记王希静说，“领先科技出现在哪里，
高端人才流向哪里，发展的制高点和
经济的竞争力就会转向哪里”。

经过研究讨论，李沧区决定启动
青岛国际院士港项目，打造一个国际
高端人才聚集地。重点引进研究成果
具有广阔市场空间、每年在港工作时
间 3 个月以上的院士。确立方向后，
李沧区用“疾驰飞奔”的速度开始了这
项工作。2016年6月，院士港项目启
动；2017 年 7 月，举办第一届海外院
士青岛行；2018 年 3 月，青岛国际院
士研究院、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
试验区开工；2018 年 8 月，举办第二
届海外院士青岛行；2019 年 5 月，举
办第三届海外院士青岛行……

短短几年，青岛国际院士港的发
展成果丰硕：落地院士项目都是新兴
产业项目，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类8个、
生物医药类6个、高端装备制造类11
个、新一代信息技术类5个、设计研发
类2个。青岛国际院士港目前已与数
百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合作
关系。

推动项目实现产业化

“我们从院士项目洽谈之初，就开
始介入了解项目实现产业化都需要什
么帮助和支持，以便我们提前做好产
业化服务。”青岛国际院士港推动产业
化落地的相关负责人王浩说，无论是
找厂区、进设备、调工艺还是销产品，
每个环节他们都采取贴心服务，不遗
余力地提供帮助。

“四对一”的联络服务小组是贴心
服务的载体：每个院士项目由一名区
级领导牵头，区级牵头部门负责人和
联络人及院士港综管办项目负责人，
组建“四对一”联络服务小组，全权负
责院士的联络、来访接待、重大活动筹
备、院士项目签订协议、开工建设、项
目落地和投产达效等服务，全力以赴
推动院士项目实现产业化。以西拉姆
院士的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新材料项目
为例，“四对一”联络服务小组成员几
乎每天都要到这个项目已经建起来的
工厂帮助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为帮助
西拉姆院士项目的产品销售，联络服
务小组协调区属企业，与西拉姆团队
组建了合资的销售公司。目前，西拉
姆院士项目已签订单38亿元，意向订
单101亿元。

“产业化会遇到各种问题，实验室
小批量样本生产出来没问题，但大批
量生产经常会遇到工艺难题。”王浩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帕克院士被誉为世
界级的“发泡帝”，研发的原位成纤纳
米新材料是重量更轻、硬度更高、寿命
更长的发泡新材料，实验室试产成功
后进入大批量生产，但调试了近 8 个
月还没有成功。联络服务小组便邀请
了青岛市高级专家协会的专家前来帮
助解决工艺和设备调试问题。“目前难
题已经解决，预计7月份可量产，已经
与北汽集团及小米等多家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这将给传统发泡材料带来革
命性改变。”

院士项目产业化并非仅落户于李
沧区，还辐射到了更广的区域。张东
晓院士的“‘水上漂’自悬浮高强度支
撑剂”主要应用于石油开采，青岛国际
院士港积极联系山东东营一家化工企
业，与张东晓院士团队合作开发新产
品，现在厂房正在装修，预计6月下旬
中试投产，这将是一个百亿元级的市
场。“目前，院士港的产业化项目还有
落地到即墨、胶州、海阳、临沂等地的，
省外的苏州等地也有。”王浩说。

院士项目产业化，还面临一大瓶
颈就是市场开拓。“我们建立了‘一周
一院士’项目推介活动，并积极‘走出
去’进行路演,还组织参加各类专业展
会，放大院士项目产能，效果非常明
显。”王浩告诉记者，院士项目通过这
些活动，获得的订单就达数百亿元。

项目发展空间巨大

目前已投产的 42 种院士创新产
品均属原创性科技创新产业。王玉田
院士研发的神经系统疾病创新药物已

获得 3 项专利，能有效治疗老年痴
呆、中风、痤疮等病症；帕克院士研
发的轻质高强度 PET 纤维能在汽车
轻量化、电动汽车、智能高端家电、
高铁、医疗、航空航天等广阔领域替
代传统材料。

院士项目产业空间巨大。何满潮
院士研发的 NPR 新材料具有无磁、
高强、高韧、高均匀延伸等优点，可
满足大变形隧道、矿井巷道支护，还
可应用到抗震建筑、桥梁、高铁轨道
等领域。何满潮院士团队的相关负责
人赵雪燕介绍说，目前，项目的第一
条生产线已经投产，一期规划建设3
条 NPR 新材料生产线，每条生产线
年产能 2.5 万吨、产值 5 亿元；二期
将规划7条生产线，逐步将生产线规
模扩大到10条。

“对这些院士项目，社会各方极为
看好，希望合作的企业越来越多。”王
浩告诉记者，马伟明院士项目已与中

特科技、艾普智能仪器、钜洋信息工程
等公司合作，并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
陈璞院士团队与一达生物科技公司、
海氏海诺集团、中亚通商投资、康月宝
信息科技公司等 11 家企业达成合作
协议，研发的生物医药相关产品已经
走向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侯立安院士
项目已经与 22 家企业合作，达成了
65亿元的合作意向……

“青岛国际院士港前期主要是财
政、国有企业在支持，现在社会金融机
构都开始关注院士项目。”王浩说，山
西省产业基金已与院士港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通过资本化运作方式，将基金
注入院士项目，解决了院士项目资金
问题。

“青岛国际院士港这种原创性科
技创新的集聚地，仍需要更多支持。”
王浩表示，可以开展“项目贷”“院士
贷”“投贷联动”等业务，以此引导和撬
动更多市场资本投入。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近日在重
庆北碚区正式揭牌成立，58个国
内外科技创新项目、科技企业和
创投基金集中签约落户，涵盖人
工智能、大数据、农业科技、生物
科技、医疗健康等领域。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是重
庆市首批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之一，于 2018 年启动建设，主要
实施天生创新创业街、北碚国家
大学科技园、北碚亿达创智广场、
北碚朝阳文创大道、天生丽街商
圈业态升级和环西南大学城市品
质提升“六大工程”，将完善创新
创业政策支持链条、先进技术研
发链条、创新人才培育链条和创

新资本扶持链条“四大链条”，建
成技术研发生态体系和创新创业
企业成长生态体系“两个生态”，
环绕西南大学打造科技资源和高
端人才聚集地。

据介绍，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建设是重庆市促进高校创新资源
与市场有效对接、优化大学周边
创新创业生态、推动大学科研成
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举措。环西南
大学创新生态圈已经形成一条完
整的孵化服务体系，每一个创新
创业环节都有效链接，有分工、有
合作，在服务上既有差异化，又有
集成化，各具特色而又相辅相成，
能 实 现 项 目 从 创 意 到 企 业 的
嬗变。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经济开发区内，科研人员正在调试一款智能
机器人。近年来，海州区聚焦“高校系、苏商系、海归系”重点群体，大力
引进带技术、带资金、带团队、带项目的“四带”人才，优质创新创业项目
纷纷落户，有效推动了产业发展。 耿玉和摄（中经视觉）

“世界稠油看中国，中国稠油看辽
河”。经过多年攻坚，中国石油辽河油
田已掌握一系列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中深层稠油、超稠油开采技术。截
至去年年底，辽河油田已连续33年实
现稳产原油千万吨。

稠油油藏具有埋藏深、压力高、黏
度大等特点，被称为“不能流动的石
油”，目前世界剩余石油资源 70%为
稠油。辽河油田的科研工作者反复研
究试验，掌握了蒸汽辅助重力泄油

（SAGD）和蒸汽驱、火驱这 3 个“绝
招”，破解了稠油和超稠油开采技术这
一世界性难题，实现稠油蒸汽驱先导
试验区采收率达到 65%、SAGD 先导
试验区采收率66%以上、边水稠油油
藏火驱采收率60%以上。

辽河油田公司开发事业部经理于
天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辽河油田在
开发方式转变过程中尝到了 3 个“绝

招”带来的“甜头”，还将进一步推广应
用，今年将再安排新转井组 73 个，累
计达到681个。

“绝招”一，“蒸汽驱”大幅提高中
深层稠油采收率。辽河油田齐40 块
蒸汽驱作为中国石油股份公司 10 项
重大试验项目之一，于2008年3月全
部转驱完成，实现汽驱井组 150 个。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中深层稠油蒸汽驱
工业化生产，大幅提高最终采收率。

在开发过程中，针对齐40块稠油
油藏特点，逐步形成了蒸汽腔描述技
术、开发效果分类评价技术等一系列
增油稳产开发技术。截至目前，累计
完成商品量 658.6 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185亿元以上。

“绝招”二，SAGD 有效提高超稠
油采收率。SAGD技术是用300℃左
右的蒸汽将不流动的超稠油熔化，让
它流动起来，然后用水平井采出来。

重力泄油的过程形象地说，就是给油
层“蒸桑拿”。这一技术自2006年开
展先导试验，一路攻克生产各环节的
技术难题，使单井日产油从初期的20
吨上升到 90 吨以上，采收率可达
60%，是常规蒸汽采收的2至3倍。

在SAGD 开发建设过程中，辽河
油田坚持自主创新，创建了驱泄复合
开发理论，确立了动态调控先进理念，
形成了室内三维物理模拟技术、隔夹
层精细刻画技术等7项SAGD油藏工
程配套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突
破了SAGD应用油藏埋深界限，为世
界SAGD开发技术拓宽了应用渠道。

SAGD从最初探索试验期的8个
井组，发展到今天的 65 个井组，包括
15口SAGD百吨井，成为支撑辽河油
田持续稳产的重要力量。

“绝招”三，“火驱”开发后期热力
采油。火驱是一种在油层内产生热量

的热力采油方法，具有适用范围广、驱
油效率高、成本低廉等特点。

经过10余年科研攻关，辽河油田
建成了国内首个百万级注气站和国内
最大的火驱试验基地。依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示范工程，科研人员开展室
内物模实验350组、数值模拟千余次、
矿场试验 5 项，不断完善稠油火驱技
术，取得多项技术创新。目前，辽河油
田在4个区块推广应用141个火驱井
组，年产油31万吨。

科研人员一方面创新室内物模技
术，揭示了火驱核心作用机理，另一方
面还创新了火驱设计方法，打破了国
外油藏应用局限。原创了适合国内复
杂稠油油藏火驱设计方法，在油藏类
型、油品性质等方面实现7项跨越，采
收率由27%提高到55%。此外，还突
破了高温点火技术，实现千米以下油
层点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