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在“泛海扬帆”——重
庆大学生创业行动中，大学生刘怀旭
获得创业资助金2万元后，把自己的
科技项目“智慧烘干房”转化为实体
企业。目前，这一很有市场前景的产
品已成功打开了陕、甘、宁3省市场。

在第七期“泛海扬帆”——重庆
大学生创业行动中，由沙坪坝区推荐
的CNG加气站智能监测系统平台、
点歌机器人、寨上草木染等10个大
学生创业项目都获得了创业资助。
目前，这些创业项目正在逐步形成生
产力，一些产品已开始走向市场。

沙坪坝区最具优势的科教文化
资源在“双创”中已开始转换成最成
功的创新创业成果。

今年10月，在重庆市首届“渝创
渝新”创新创业大赛的综合类比赛
中，沙坪坝区的伏特猫项目获得了一
等奖。

这个由重庆伏特猫科技有限公
司创新的项目，通过伏特猫能源云平
台，可以帮助企业记录每个小时、每
天、每月、每年的用电数据，包括电
量、电压、电流、有功、无功、最大需
量、功率因素，绘制典型负荷曲线，预
测未来的用电量等，并借助于“互联
网+”的营销媒介和服务平台，探索出
多种针对企业用户节省电费的有效
服务方式。

目前，这一项目已经与多家上市
公司建立战略关系，并已与重庆两江
新区工业园、四川成都双流企业园以
及世界工厂、超大型企业园——松山
湖企业园展开合作。

伏特猫这一创新项目通过智能
终端获取数据，再将数据有效转换为
服务和设备订单，帮助企业省心省电。截至目前，已经
累计服务600余家企业，共为企业节省电费上千万元。

作为科教文化资源最具优势的沙坪坝区，在重庆
市首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中还承担了科技类的
决赛活动。沙坪坝区在全市参赛的项目中荣获了文
创、综合类两个行业赛的一等奖，并获二等奖5个、三
等奖3个，获奖总数位列全市第一。

大学毕业生许阳洋创办的重庆闪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其注册资本金已达500万元。他所带领的创新
创业团队共有7人，已经成为一家专注于多媒体互动
技术研发及应用的创意型高科技企业。

阳洋创办的公司以专业化数字内容作为创新的展
示手段，对虚拟仿真、数字化培训项目有独到的见解，
可通过数字还原、仿真现实设备和场景，结合动画及虚
拟外设实现人机交互操作。目前，他的公司在VR的
开发与应用方面处于地区领先水平。

在沙坪坝区，通过激活科教文化资源后，由大学生
创办的像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已经成为大学生创业的主
体。

“双创”还在把沙坪坝区的科教文化资源优势延
伸，并得到一些大企业的参与。

12月13日，沙坪坝区联合小康控股集团举办了一次
研发创意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统合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意
大赛。在活动现场，6个进入决赛的团队通过路演PPT、
视频、实物模型等方式，展示了“纯电动方程式赛车”、“酒
精发电智能汽车”、“光伏燃料混动房车”等创意项目。

激活优势科教文化资源推动“双创”后，有效地带
动了沙坪坝区的就业。今年，仅新发展的1069户微型
企业就新增就业人员112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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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优势资源 收获最大“双创”成果

沙坪坝区“双创”的最大优势资源是

什么？是全区8万多名科技人员和10多

所大学内众多科技人员手中的科技成

果。

沙坪坝区就业的最大矛盾是什么？

是区内每年数万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

业，以及区域内对就业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的群体。

这个矛盾如何破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沙坪坝区

找到了破解矛盾的路径：激活科教文化

这一最具优势的资源。推动“双创”后，

如今已取得了最大的“双创”成果，有效

地促进了创业带动就业。

据统计，仅2017年，沙坪坝区就新增

加3万多人加入创业大军中，引领600余

名大学生参与创业，全区当年新增就业

55818人。

在重庆大学城，有一个科技创新
平台——D+M浪尖智造工场。一年
前，重庆大学博士唐帮备带着自己的
创业梦想进入这一创新平台，运用自
己的知识开始了科技创新创业。

经过创新努力，他主持研发的
嗅觉分析仪参加全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获得了金奖。如今，这一创新
产品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并带动
重庆大学的20余名大学生进入其中
就业。

“在沙坪坝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区域内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正在
被激活，成为‘双创’中最大的动力。”沙
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说。

沙坪坝区是全市科教文化资源
最集中、最丰富的区。大学城内有20
多万人的大学师生，区域内的科研和
文化单位林立，全区的整体文化素质
较高。

“这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既是
创新创业的优势，但也对创新创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沙坪坝区相关负
责人说，必须要把这些资源激活才
行。因为有知识的人和大学生是区

域内创业和就业的重要群体。
面对这一资源优势和“双创”的

高要求，沙坪坝区委、区政府在推动
“双创”中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用最
优的服务来激活这最丰富的资源，把
科教文化等资源转换成沙坪坝区“双
创”的最大动力。

沙坪坝区是如何用服务来激活
这最丰富的资源的？

首先是用政策来扶持推动创业、
带动就业。

当“双创”开始全面启动时，沙
坪坝区就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
今年又完善了两个区级配套政
策。今年初，沙坪坝区人力资源社
保局协调区财政部门出台了沙坪
坝区创业担保贷款的区级配套政
策，从贷款额度、贴息比例等全面
放宽，重点施力为区内创业群体提
供扶持。这一配套政策出台以来，
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10万元，惠及129户创业企业和
创业个体。

今年，沙坪坝区还出台了《沙坪
坝区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认定和管

理办法》，实施了对孵化基地的发展，
给予一次性的补贴、带动就业补贴、
优秀项目补助等奖补政策。

今年8月1日，沙坪坝区在全市
率先实施“23证合一”、在自贸区西永
片区实施了“26证合一”的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目前，又把这一改革扩大
到“31证合一”、在自贸区西永片区扩
大到“36证合一”。

这一改革为全区的创业者提供
了更宽松的创业环境。目前，沙坪坝
区工商注册登记已做到了网上办、马
上办、随地办、辅导办的“四办”服务
机制。创业者在办注册登记时，可以
实现零见面、零纸张、零跑路、零等待
的“四零”服务。

这一改革有效地激发了创业者
的创业激情。据统计，自今年8月以
来，沙坪坝区共新设立内资企业
1640户，同比增长49.3%；新增注册
资本金8.06亿元，同比增长80.6%。

最优的政策扶持和服务环境已
开始把沙坪坝区最丰富的科教文化
资源激活，转换成“双创”的最大动
力。

今年5月，在沙坪坝泉里小镇，由
沙坪坝区人力资源社保局打造的“众
创E家”开始运营，目前已成为沙坪坝
区创新创业者服务的平台。

目前，这一平台已经开发出众创E
家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和APP，为创
业者开启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
在这个“家”里，其“创客星秀”板块已
经进入云孵化，展示出的创业项目已
达180余个。

在沙坪坝区，除了这一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外，在大学城内的青年广场，
由沙坪坝区政府和工商、教委等部门
共同打造的重庆市大学生微企“梦花
园”和重庆市大学生创业实践孵化中
心也在今年5月开始为大学生服务。

这个“梦花园”由政府搭台、校企
唱戏。目前，已链接了7个大学生创业
基地子花园。“梦花园”内建成的“大学
生创业圆梦”线上智慧平台网站，打造
出了远程打印执照、网上申请创业扶
持等全程一体化“服务超市”，定期发

布大学生“双创”重庆指数，实现对大
学生足不出户的精准帮扶。

在“梦花园”里，还设有工位间、独
立孵化室等，为创业者和团队提供创
业培训、项目对接、办公场地、成长辅
导、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共享服务。

“除这两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外，
我们还搭建起一大批创新创业的孵化
平台和基地。”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
说，这些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基地为
区域内特别是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业者
提供创业的空间。

由沙坪坝区创新生产力促进中
心建设运营的重庆信息产业产学研
合作创新创业基地总面积达3.6万平
方米。目前，这一创新创业基地内入
驻的企业有88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2家。在这些入驻企业中，拥有发明
专利47项，入驻企业从业人员达459
人。

D+M浪尖智造工场是沙坪坝区
主要为大学生和科技人才搭建的创新

平台，以工业设计为主。这一基地的
场地面积虽然只有1.23万平方米，但
已入驻企业71家。在这一基地里，已
有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在这里孵化培育出的重庆字曌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市场估值5000
万元，其开发的“汉字慧”项目已获批
国际、国内多项专利并研发出一整套
产品，将在年后正式推向市场。

目前，D+M浪尖智造工场已孵化
出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好几十家。

沙坪坝区移动互联网微企孵化园
孵化面积只有5600平方米，但目前入
驻的企业已有18家、创业团队38个，
并已有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4
项。

2017年，沙坪坝区又新增了3个
创新平台。其中的北斗民用战略新兴
产业（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重庆浪
尖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市科委
认定为重庆市新型高端研发机构。重
庆基拯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被市科委
认定为新型研发机构。

据介绍，沙坪坝区目前已利用高校
等科技资源建起一批众创空间。到目前
为止，全区已有众创空间20家、市级创
业孵化基地6家。其中由国家备案的众
创空间有4家。

在搭建“双创”平台中，沙坪坝区
在今年还启动了“重庆科技创新城”的
建设。

据介绍，这一科技创新城按照全
市发展战略定位，立足区域智力、产
业、开放资源优势，沿着“一轴两带”布
局了七大板块，把以物联网、集成电
路、云计算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以
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制
造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
产业发展成为三大主导产业。

科技创新城通过“文化+科技”的
跨界融合、“服务+科技”创新为代表的
文化创意服务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同
时，构建起“高校+研发机构+科技服

务平台+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四位一体
的创新生态圈，并以“高端人才推动高
端产业，以高端产业吸引高端人才”，
形成“科技+创新+城”的深度融合。

这些创业孵化平台和基地承担起
了全区以大学生和科技人才创业为主
的企业孵化任务。

这些创新创业平台和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为沙坪坝区激活科教文化资
源，推动“双创”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
用。如沙坪坝区人力资源社保局在
2017年利用平台举行各类创业大赛、
创客沙龙、项目路演、创业讲座等各类
创新创业活动170余场，并将这些创
新创业活动引进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师范大学、
四川外国语学院等10余所高校，参与
大学生达2万余人。

在利用服务平台服务和推动创新
创业中，沙坪坝区还加大创业培训。
区里组建创业培训讲师团，建立专业
化创业师资队伍，开展项目辅导。
2017 年，全区共开展创业培训近百
期，开展在校大学生GYB创业培训
3724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SYB创
业培训1028人，并对接国内创新创业
项目160余个。

在服务创新创业中，沙坪坝区还
与第三方资源进行对接来推动“双
创”。沙坪坝区人力资源社保局先后
与重庆天使会、星耀投资、猪八戒网等
数十个国内知名投融资机构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达成投资总额3亿余元。如
与重庆天使会联合孵化并选送“超级
快印”项目在央视《创业英雄汇》栏目
进行项目路演投融资，获得风险投资
500万元。

同时，还与市商务委、团市委、八
戒知识产权、重庆银行、华立万韬律师
事务所、重庆经济广播等各方机构展
开深度合作，与重庆经济广播合作开
办全市唯一针对创新创业帮扶的栏目
《创客帮》。

沙坪坝

最优的服务激活最大的优势——

科教文化资源成创新创业最大动力

最佳的平台支撑最好的创业孵化——

20多个创业服务和孵化基地推动和支撑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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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永保税区，惠普电脑生产线上的工人
仔细检测电子设备 摄/何超

整车进口口岸，海关人员检验进口整车 摄/何超

沙坪坝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沙坪坝区众创工场
重庆科技创新城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暨2017年

沙坪坝区科技创新成果发布活动中项目签约 摄/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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