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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完善政策体系——

打 通 创 新 链 条 上 的 梗 阻
本报记者 郑 杨

位于松山湖科学城内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位于松山湖科学城内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为鼓励骑行，北京共享单车服

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年内将引入

所有行政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2021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

报告》显示，2020 年，北京中心城区

步行、自行车等慢行出行比例合计

达到 46.7%，为近 5 年最高点。

慢行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

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慢行出行比例

的提升并非偶然。

比如，北京“十三五”期间实施

慢行系统品质提升行动，完成 3200

公里非机动车道整治。2020 年，北

京市完成 378 公里慢行系统综合治

理。2019 年 5 月，全长 6.5 公里的北

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回龙观

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开通，两年累

计通行量已超过 318 万人次，累计

碳减排超过 800 吨，今后这条路还

将继续延伸。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慢

行出行比例提升。

科学完善的慢行交通系统，可

以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减少交

通延误，提高出行效率，在缓解交通

拥堵、降低尾气排放等方面起到积

极作用。

建设城市慢行交通，不怕慢，就怕站。随着近年来共

享单车、城市休闲旅游的发展，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首先，要将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放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慢行交通具有绿色环保、经济性好、出行自由度

高等特点，它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和衔接，适用于

近距离出行，并非可有可无。北京慢行系统建设与其基于

“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理念，结合重点区域慢行

系统交通规划，由点至线扎实推进系统化改造分不开。

其次，要做好慢行系统硬件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慢

行交通系统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可以与城市的公共交

通系统这样的“主动脉”密切配合，高效接驳，各种交通出

行方式得到合理发展和利用，也能提升城市运行活力。

在一些城市，可以先从局部的、特定区域的试点开始，设

置一定长度的示范道路，配置相应的智能化交通控制系

统等设施，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助力节能减排。时机成熟

后再逐步扩大范围。

再次，要从细节入手，建好相关安全设施。比如，为

了保障自行车出行安全，设置骑行指示屏、地面反光设

施、坡道防滑路面等；对路口秩序化进行合理改造，规范

路口交通组织；统筹考虑树木遮荫、自行车停放、慢行路

权等，全面提升骑行环境品质。

总之，城市须持续不断地为慢行交通出行提供更舒

适 、安 全 、便 捷 的 体 验 ，提 高 慢 行 交 通 的 吸 引 力 和 参

与度。

无尘车间里，一台台等离子体设备静静

运作，一颗颗指甲盖大小的“小方块”整齐排

列着，那是正在生长的金刚石。在广东省东

莞市松山湖科学城清华东莞创新中心大楼

里，广东优普莱金刚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优普莱”）的科研团队经过 4 年研发，突破

了金刚石生产制备“卡脖子”技术。随着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对资金、场地等的需求开始增

长。在松山湖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如今优普

莱已获得了位于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的 3000

平方米用地。近期，公司生产设备已经陆续

搬迁至新厂区，生产和科研工作正有序开展。

这样的创新故事每天都在松山湖科学城

上演。日渐完善的科技政策体系，营造出了

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优普莱所在的松山湖

国际创新创业社区，一年间成功招引了 16 个

优质新项目入驻，成立了 5 家创新工场，推动

1100 余台（套）设备实现开放共享。

近日，松山湖重磅发布《东莞松山湖促进源

头创新实施办法》《东莞松山湖支持技术研发实

施办法》等七大科技政策，为科学家、科研机构

和企业奉上了一套真金白银的“政策大餐”——

每年超 2000万元支持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单

个项目最高资助 5000万元，全方位支持技术创

新；企业上市最高奖励1700万元⋯⋯

今年 4 月，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全面启动，

如何在新起点上当好大湾区科技创新“领头

羊”？松山湖开启了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

的新探索。此次出炉的七大政策，围绕源头

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融资、

上市、创新环境等构建了全方位的扶持政策。

“一系列政策充分吸收了企业、科研机

构、高校、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意见，目的是

搭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集聚科技创新全

要素的政策体系。”松山湖科技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为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已制定《东莞

松山湖科技计划体系方案》，提出构建具有松

山湖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

这是培植创新沃土、激发创新活力的迫切

需要。记者了解到，随着中国散裂中子源、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大装置、大平台建成并发挥

磁石效应，目前松山湖科学城已聚集新型研发

机构 30 家、高校 4 所，高端电子信息、生物技

术、机器人、新材料、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蓬勃

发展，形成了“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企业培育”全链条创新发展态势。

不久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公开面向所有

用户征集下半年开放运行的用户课题申请。

在此之前，中国散裂中子源注册用户已超过

2000 人，完成了来自全球众多高校、科研院所

及企业的课题超过 500 项，覆盖新型储氢材

料、锂离子电池、新型超导材料等众多应用领

域。全球顶尖科学家来到松山湖，依托大科

学装置开展前沿课题研究已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大学、

科研机构、企业更得地利优势。“粤港澳大湾

区用户在这个装置上完成的科学实验占到实

验总量的 25%。”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东莞研究部主任陈延伟说。

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如何打通创新

链条上的梗阻，让从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汇聚

而来的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让更多科研人员、

研发机构和企业扎根发展？松山湖此次新政

以问题为导向，呈现出诸多体制机制改革的

创新亮点。

比如，这是松山湖首次针对源头创新出

台扶持政策，力度相当大。每年安排 1500 万

元资金，依托“粤莞联合基金”，省市区三级联

动支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每年安排 500 万

元，设立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开展多学科交

叉研究。同时，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围

绕主导产业建设的共性技术平台和中试验证

基地，最高资助金额达到 5000 万元。

一项项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为松山湖科学

城顶层设计中创新链和产业链“鸟之两翼”注入

强劲动力。记者从松山湖科技教育局获悉，七

大政策的发布只是松山湖创新体制机制、构建

科技计划体系的第一步。接下来，松山湖还将

围绕技术创新专项、科技人才专项、创新环境专

项持续出台政策，全方位营造创新创业生态。

不怕慢

，就怕站
张

虎

本版编辑 张 虎 祝 伟 美 编 夏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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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年征程写奇迹》《减贫奇迹铸丰碑》《大国风范显
担当》三篇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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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一般 不满意

26.您是否有关注中国经济网、其公众号和第三方平
台账号：
□（1）是 □（2）否（直接跳到下面第四部分）

27.请您对中国经济网及其公众号内容做出评价：

新闻权威性
新闻时效性
新闻实用性
栏目设置
界面设计
互动性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四、您参与互动情况
1.您经常以何种形式参与经济日报的读者互动:（可多

选）
□（1）向经济日报投稿
□（2）参加经济日报读者座谈会
□（3）参与读者评报
□（4）转发或留言客户端
□（5）转发、评论或点赞经济日报微博
□（6）转发、留言或点赞微信公众号文章
□（7）转发、留言或点赞短视频（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8）参与过抽奖活动
□（9）从未参与过

2.今年经济日报推出多项作品征集和互动活动，您关
注或参与的有（可多选）：
□（1）H5 互动小游戏“喜迎百年华诞送你红色货币”
□（2）“春节七天乐”全国新闻摄影大赛
□（3）“记录小康生活见证时代变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为主题的微视频征集活动
□（4）“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活动

3.您分享经济日报报道的频率为：
□（1）经常 □（2）偶尔 □（3）从未

4.您对经济日报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如没有，请写
“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您的基本信息（请真实填写，避免抽奖名单无效）
1.性别：□男 □女
2.年龄：□18 岁以下 □18 岁—30 岁
□30 岁—50 岁 □50 岁以上
3.学历：□（1）本科以下 □（2）大学本科
□（3）硕士 □（4）博士及以上
4.是否为中共党员：□是 □否
5.职业：
□（1）在校学生 □（2）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
□（3）企业员工 □（4）个体从业者
□（5）农民 □（6）军人或武警
□（7）离退休人员 □（8）自由职业
□（9）金融、证券或银行从业者
6.家庭居住区域：（单选）
□（1）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2）地（市）级城市
□（3）县级城市 □（4）乡镇 □（5）村

姓名：

通信地址（请准确填写）：

工作单位：

手机：

电子邮箱：

新闻发展中心
2021 年 9 月 24 日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20212021 读者问卷调查读者问卷调查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诚挚邀请您参

与《经济日报》2021 年读者调查问卷，

为我们进一步办好本报建言献策。

参与方式：

1.将报纸问卷裁剪下寄回。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经济日报社新闻发展中心发行处

邮 编 ：100054 电 话 ：010-

58392252

2.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答卷。

欢迎下载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关

注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或中国经济网

公众号。

3.登录中国经济网（www.ce.cn）参

与答卷，并提交。

奖品设置：
前 100 名填写纸质有效问卷的读

者，将获得 100 元京东礼品卡（以邮戳

为准）。

网络读者填写完问卷后自动获取

一次抽奖机会，有机会获得京东礼品

卡、腾讯视频年卡、经济日报文创产品

等好礼。

活动说明：
1.问卷调查表将同时在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客户端、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

和经济日报微博、中国经济网及中国经

济网公众号发布。

2.请您按题目要求在表格里真实

勾选，重复问卷和无效问卷将取消获奖

资格。

3.每个手机号和地址仅限填写一

份问卷。

4.请准确填写地址和电话，所有个

人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

5.本活动解释权为经济日报社。

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经济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