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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现场。 见习记者 崔曜 摄

到2020年，力争引进国内外100所以上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以多种模式落户重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见习记
者 崔曜)11月22日，“191”高校协同创新
联盟首次在重庆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
会，12所知名高校携77项科技成果来渝路
演，现场找”婆家”。

此次对接会由市科委、两江新区管委
会、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共同主办。此次来
渝的项目主要涉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交通等
10余个领域。

对接会上，国电投远达环保、重庆水务
资产公司、长安汽车、重庆华渝电气集团公
司、重庆建峰工业集团等单位与参加对接
会的40余个项目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几个水龙头轻轻拧开，普通自来水经

特殊气液平衡器处理后，瞬间变为乳白色，
如同牛奶一般。这项由同济大学李攀教授
带来的微纳米气泡清洁技术，受到众多企
业追捧。

“别小看了这些气泡，大量细微气泡
可进入皮肤毛孔内部，分离油脂。”李攀表
示，微纳米气泡能耗少，对人体的副作用
小，在工业清洗、医疗、农业等领域都有应
用。目前，已有3家企业表达出合作意
向，其中重庆大有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与之
已签订合作协议。

据悉，活动期间，来渝的市外高校专家
还将赴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等园区实地考
察重点企业，帮助企业解决一些技术难关，
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91”高校协同创新联盟首次来渝
77项科技成果现场找“婆家”

能否抓住处于风口期的技术，关乎创新成败
知名高校院所负责人纵论科技创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见
习记者 崔曜)“光是薪酬不足以留下
人才，还要给人才施展才能的空间”

“欠发达地区推进科技创新，时间是关
键”……11月22日，在市科委召开的
重庆市科技创新合作座谈会上，同济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兵器科学
研究院等国内知名高校院所负责人，
围绕如何深入推进地校之间创新合作
等进行了探讨。

“同济大学从全球招聘了8个学
院院长，统一参照德国大学的薪酬，如
今有的走、有的留。”同济大学副校长、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认
为，光是薪酬不足以留下人才，还要给

人才施展才能的空间，让他们对学校
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吴志强还提出地校合作的
新模式。“同济大学与重庆合作有3个
平台。”他说，包括此次签约的同济大
学重庆研究院，以及今年7月注册成
立的重庆同济研究院有限公司和9月
成立的中德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重
庆），整合了同济大学的科研资源，今
后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重庆的发展。“届
时，研究人员可以把组织关系放到同
济大学，但人在重庆工作，帮助重庆留
住人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韩杰才表示，欠发达地区推

进科技创新，时间是关键，能否抓住处
于风口期的技术，关乎创新成败。

“我曾多次来重庆考察，对重庆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印象深刻。”他
认为，重庆在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等领域有优势，新兴产业抓得好，重
庆创新发展有“弯道超车”可能。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王玉林
则为重庆深化军民融合提出了许多建
议。“重庆有不少老牌军工企业与院校，
如何从政策层面、体制机制层面保障
军民融合，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
希望，未来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能与
重庆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共
同推动兵器科学与工程的融合发展。

11月22日，市科委召开重庆市科技创新合
作座谈会，发布《重庆市与知名院校开展技术创
新合作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对
专项行动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根据《方案》，
到2020年，我市将力争引进国内外100所以上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以多种模式落
户重庆，最高支持额度达5000万元。

让科技合作项目
“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
工作成效明显，但科技创新仍有短板。特别是
高端平台较少，如国家级大院大所、重点高校较
少，使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较为困难，申报承
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科技工程的能力明
显偏弱等。

市科委负责人称，前不久召开的市委五届
三次全会，对创新驱动战略和科教兴市战略都
提出了专项行动计划安排。着力实施以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是我市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八大行动计划之一。实
施重庆市与知名院校开展技术创新合作专项行
动，大力引进市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创新资
源，将有效弥补重庆创新资源不足，更加有效激
发和充分调动产学研各方的优势和积极性，加
快西部创新中心建设，把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支撑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民生改
善。

该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是我市引进国内外
高端创新资源的实践探索，既注重政策设计，更
注重配套优质服务，特别注重发挥科技金融的作
用，努力使科技合作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
好”，为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到2020年，我市
将引进国内外100所以上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等
创新资源以多种模式落户重庆。

采取三种合作模式
实行分类激励

具体来讲，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专
项行动将以智能化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围绕先进制造、互联网、大健康、新能源、新材
料、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引进国内
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一批创新平

台。合作模式包括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共建联
合研发基地（中心）、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中
心）或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三种模式。

“此次专项行动将根据引进建设科技平台
的类别和规模，实行分类激励。”该负责人说，比
如，对引进设立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经认定后
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的资助，从认定为新型高
端研发机构次年起，连续4年给予研发专项支
持，每年资助经费不超过1000万元，五年支持
额度最高可达5000万元。对引进建设的联合
研发基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中心）、技
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经认定后给予不同额度
的政策激励，主要用于科研和成果转化。

给予科技金融配套支持
发挥科技招商引智示范引领作用

与过去单一项目支持最大的不同之处还
在于，此次专项行动给予引进机构科技金融
配套支持。比如，可依托重庆种子引导基金
与引进机构共同组建种子投资基金，为其提
供专项服务；依托落地区域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担保基金对引进机构参与创办的科技型企
业提供信用贷款服务，经评估后可获得相应
授信额度；优先支持在重庆OTC科技创新板
挂牌。同时，对符合专项行动引进对象条件
并在渝落地注册的科技合作平台，申报市科
委专项行动政策资助时，市科委将实行即申
报、即受理，不限批次和数量，符合资助条件
及标准的，将及时兑现相关资助，提供全程优
质高效配套服务。

“专项行动的实施，既要发挥好科技招商引
智的示范引领作用，又要能充分调动市级有关
部门和区县、园区等有关方面开展科技招商引
智的积极性。”市科委负责人表示，比如，两江新
区、重庆高新区、渝北区、江津区等区县目前已
出台相关引进和培育科技创新平台的系列激励
政策，全市上下逐渐形成科技招商引智的良好
氛围，助推全市创新发展。

“191”高校协同创新联盟：
由 9 所以理工科见长的

985 工程大学组成的卓越大
学联盟高校（Excellence9，以
下简称 E9），联盟成员包括：
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
天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同 济 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和 E9 联盟
新 增 的 观 察 员 单 位 湖 南 大
学。联盟主要围绕地方和大
型骨干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
需求，联合开展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见习记者 崔曜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于11
月17日盛大开幕。丰田汽车公司携手一汽丰
田和广汽丰田联合参展，并带来了第一款

“TNGA丰巢概念”车型——全新第八代凯美
瑞。同时，以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领衔的人
气市销车以及终极环保车——氢燃料电池车

“MIRAI未来”等26辆车型同台亮相，全方位
展示了丰田造车的技术实力和企业的人文精
神。

TNGA丰巢概念处女作驾临
后续车型稳步推进

作为第一款完全基于TNGA丰巢概念开
发的车型，第八代凯美瑞几乎所有零部件都从
零重新开发、核心部件全部采用最新技术，包
括全新2.5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
全新Direct Shift-8AT变速箱、全新底盘及悬
挂，同时在造型设计、驾驶乐趣和安全性能方
面均实现前所未有的升级，是丰田集全球资源
打造的更好的汽车。

此外，本次广州车展上还展出了TNGA概
念车——TOYOTA丰巢WAY。丰田汽车公
司专务、中国本部长、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大西弘致透露，明年年中，基于
TOYOTA丰巢WAY打造的车型IZOA(奕泽)
和C-HR将分别通过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导
入。这两款紧凑型SUV车型在动力方面，计
划搭载最新研发的2.0L的TNGA发动机。“他
们有着与第八代凯美瑞同样魅力十足的设计

和卓越的驾控，相信它们的导入会给竞争激烈
的紧凑型SUV市场带来更多的选择。”大西弘
致表示。据悉，继IZOA(奕泽)和C-HR之后，
丰田今后还会持续不断地导入TNGA车型。

事实上，TNGA丰巢概念正是丰田为了更

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制造更好的汽车”
的自我革新，从管理体制到资源整合、从商品
企划到设计研发、从零部件供应体系到生产制
造等全方面升级。

除此之外，丰田作为奥运会和残奥会历史
上首家汽车行业的全球合作伙伴，还将发起全
新的挑战，并启动首个全球企业挑战主题——

“Start Your Impossible”。该主题包含了
“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出行”和“创造移动无障
碍的社会”的使命感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丰田
方面表示，自创业以来，丰田始终秉承“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精神，持续不断地追求“通过
汽车创造富裕社会”，这种想法与奥林匹克追
求的“通过体育创造和平、平等的美好社会”的
精神不谋而合。这也是丰田启动“Start Your
Impossible”的初衷。

加快推进“电动化”战略
2020年率先导入电动车EV

“电动化”如今已经成为汽车行业发展的
大方向，丰田一直在“电动化”的道路上摸索前

行。长期以来，丰田积极致力于推进和普及包
括油电混合动力车HEV、外插充电式混合动
力车PHEV、电动车EV、氢燃料电池车FCEV
在内的全方位“电动化”的环境技术。

截至今年年初，油电混合动力车HEV全
球销量突破1000万辆。在中国，卡罗拉双擎
和雷凌双擎自2015年上市以来，截至今年10
月累计销量已经达到15.5万辆。预计这两款
车2017年单年累计销量有望达到10万辆。此
外，外插充电式混合动力车卡罗拉PHEV和雷
凌PHEV的导入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中。

在电动车EV方面，丰田希望通过充分利
用混合动力电动化积累的先进技术，制造出满
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高性能电动车EV。大西
弘致表示：“丰田计划2020年领先于其它国家
率先在中国市场导入丰田品牌的电动车EV。
当下，电动车EV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
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的需要，丰田认为应该采
取多方面而广泛的举措，积极探讨在一汽丰
田、广汽丰田导入由合资伙伴一汽集团和广汽
集团提供的电动车EV的可能性。”此外，一汽
丰田和广汽丰田的电动车EV概念车也来到了

广州车展，丰田希望现地现物地聆听顾客的声
音。

丰田此次车展还带来了氢燃料电池车
“MIRAI未来”。该车具有极高的环保性能，
在行驶过程中只排放水，充氢3分钟可行驶
500公里（NEDC工况下丰田测试值），加氢和
续航里程具有和燃油汽车同等便利性，被称为

“终极环保车”。10月底丰田在中国正式启动
了“MIRAI未来”的实证实验。丰田计划在未
来3年，针对“中国使用环境下的车辆行驶调
查”、“各种品质耐久性评测”等方面进行实验，
并且参考实验成果，将可行性研究的对象扩大
到巴士等商用车，积极探讨向中国引进的可能
性。同时，丰田在中国的首个加氢站也在位于
江苏省常熟市的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
限公司落成。

此外，作为丰田最大的研发中心，丰田中
国研发中心从今年秋季开始启动第三期扩
建工程，包括新实验大楼、PHEV评测设备强
化以及电池评测实验大楼三大部分，预计
2018年完工。该中心进一步扩大功能后，丰
田计划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外插充电式混
合动力车及电动车的本土采购、本土生产，
并进一步推进氢燃料电池车的实证实验等
工作。

除了重磅新车及其他畅销车型，本次广
州车展，丰田还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技术展示
物，让消费者能更加直观地体验丰田先进技
术的魅力。除了最新搭载的TNGA全新直列
四缸 2.5L 直喷发动机 Dynamic Force En-
gine切割模型、全新8速自动变速箱Direct
Shift-8AT切割模型之外，丰田还展出了D-
4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切割模型、油电混
合动力技术全景体验仪和驾驶体验仪，以及
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丰田规避碰
撞辅助套装）驾驶体验仪和VR技术体验仪等
等。

作为一家超过80年历史的老牌汽车企
业，丰田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提出了TN-
GA丰巢概念，致力于“制造更好的汽车”。在
这一理念主导下的首款车型在本次广州车展
的惊艳亮相，也让外界看到了TNGA从概念逐
步变为现实。未来，TNGA还将带给我们怎样
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丰田TNGA首款车型出炉
“丰巢概念”致力打造更好汽车

许淇 图片由丰田汽车提供

《重庆市与知名院校开展技术创新合作
专项行动方案（2017—2020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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