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金山：首先是已出台的创新政策
要切实执行到位，比如研发准备金奖
励、重大新产品研发成本补助、产业创
新人才政策以及近期出台的减费降税
政策等。

其次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基于
互联网的开放式协同研发平台，积极培
育内部创新管理体系和创客文化。一方
面大力支持企业到发达国家或地区新建
或收购研发机构；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和
鼓励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院所来渝新

设独立法人的研发机构，提升创新资源
集聚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

另外，我们将继续开展优秀创新
型企业培育和评选，以典型示范带动
企业观念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形成
你追我赶搞创新的局面；鼓励企业申
报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质量标
杆企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等资质，树
立一批国家级创新示范标杆。

陈军：我们将推动环大学创新生
态圈建设，推动区县政府和大学加强
联动，加快建设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等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引导创新人
才、科研成果、上下游企业向大学周
边聚集。

同时继续做大创业投资基金规
模，制定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激励政
策，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资本
支撑。推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改革基本实现所有区县的全覆
盖，为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50亿元以
上。对接“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加快
推动我市科技企业上市。

此外，我们还在打造“双创”品牌活

动，包括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
庆赛区）等，同时支持举办各类学术活
动，打造有影响、有品牌、有规模的国内
外学术会议，营造创新创业的浓厚氛
围。

何平：我们发挥院所创新资源优
势，正在打造“重科智谷”，助力国家(西
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目前，围绕“智慧+产业”，两江国
家大数据双创孵化基地已在重科智谷
落户，品牌效应正在凸显，大型科研仪
器共享服务平台、高端科技咨询服务

平台也正在加快推进。通过国家级大
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重科
智谷的市级以上创新平台已经取得
100余项科技成果，形成了良好的创
新创业生态。

下一步，重科智谷还将进一步提升
共性技术研发能力、科技孵化水平、科
技成果应用示范能力和全链条科技服
务能力，争取把“三基地一网一平台”建
设成为全国一流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和创新创业示范
平台。

熊新翔：创新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认
识，一种习惯。我们经常发掘出一些成
功的案例，但却忽视了创新并不一定
都会成功。因此，支持创新要在全社会
形成容忍创新失败的氛围。

大家常说以终为始，因而有目的
地开展一些活动。但有一些创新是不
带功利的无为而为。如果我们有很好
的创新文化，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
多。对于企业来说，既要有成功的信
心，也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创新创
业者只有卸下畏惧失败的心理包袱，
并时刻保持对科技创新的紧迫感，才
能勇立潮头，走向成功。

培育创新文化
打通创新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优质创新资源加快集聚
2018年新培育科技型企

业 4301 家 、同 比 增 长
24.1%，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893家、同比增长 24.5%。

引进高端研发机构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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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根本上要靠创新。

如何让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助推重庆建设国家(西部)科
技创新中心？

近日，重庆日报邀请政府
相关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探讨。

陈金山：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以来，重庆规上工业企业创
新实力明显增强，企业发展质量效益逐
步提升。

从目前可比较的数据来看，2017
年重庆 6684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1906家企业开展了研发活动，占比达
到28.52%，居西部第一；有研发机构企
业数达到1052家，占比达到15.74%，
居西部第一。企业办研发机构中具有

硕士和博士学位人员7069人，占机构人
员比重13.7%。

重庆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大幅提
升，带来的创新成效也很明显。2017
年，重庆规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12472件，占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总数比
重从2012年的35%提升到72.2%；企业
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5322.7亿元，新产
品销售收入率为25.6%，居全国第四。

陈军：近年来，重庆大力推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强化区域创新发展的技术、资
本和创新生态三个关键支撑，促进科技
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通，支撑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8年全
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预计达到397亿元、比
上年增长9%，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预计达
到1.9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9.08件、同比增长25.24%。全市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和区域创新能力综合
指标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8位。

何平：重科院作为一家地方科学院，
目前拥有市级以上研发服务平台30个、
市级以上科研团队28个、专业技术人才
2000余人，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
志性科技成果100余项。特别是近年
来，我们承担各级各类纵向科研项目582
项，累计获得经费支持6.4亿元，获得授权
专利250余件，发表高水平论文360余

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9项。
值得一提的是，重科院还在国内率先

提出并构建基于“科技淘宝”模式的技术
转移交易平台——易智网，科技成果转化
走在全国前列，在两江新区、万盛、大足、
九龙坡、綦江等建立了一批产业化基地，
技术推广和服务已扩展20余个省市。

熊新翔：2015年，博恩集团脱虚向实，
紧紧围绕食品安全这一主题，聚焦荒漠治
理和品牌农业两个业务，深耕中国、“一带
一路”两大市场，以实现“六好农业”（造好
田、选好种、耕好田、产好品、打好牌和卖好
价）这个根本目的，逐步搭建“八仙过海”

“五朵金花”“三驾马车”为核心的生态矩
阵，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产链布局。

战略重大调整的背后，是创新的力
量，是科技的支撑。过去这四五年，我
们打着“灯笼”满世界寻找农业“黑科
技”，依托科技进步，满足人们对环境改
善、食品安全的需求。

很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批符合
要求的世界领先新技术，从地下到天
上，八个方向，14个公司，我们称之为

“八仙过海”，具体包括一分钟沙变土、
盐碱地修复、重金属污染治理、基因选
种育种、太赫兹水处理，碳基生态肥、可
以喝的生物农药、农业卫星和小气候调
节“呼风唤雨”等。这些都是在过去三
四年内有所突破的技术，这些创新对生
产力的提升也十分明显。

重庆拥有这些“家底”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八

陈金山：尽管我市企业研发投入
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但总量仍显不
足，同时，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少数大
型企业和传统核心支柱产业。比如，
2017年，数量占比仅2.98%的大型企
业，研发经费却占全市规上企业一半
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支出方向看，重庆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应用

研究和试验发展上，特别集中在试验发
展方面，而在基础研究方向的研发支出
几乎为零。

另外，从投入的人员结构上看，企
业高端技术人才供给不足，导致重庆高
端技术成果太少，有近八成的规上工业
企业没有有效发明专利。

陈军：要建设国家（西部）科技创新
中心，全市科技创新仍然存在不足和短

板。一是创新资源聚合度不高。高端
创新资源较少，创新资源集聚不够，创
新爆发力不强；二是研发投入不足。全
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依然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更大；三是创新
能力不强。优质企业总量偏小、企业创
新能力有待提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全球创新版图正在重构。迈向新

时代，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补齐短板。

何平：虽然重科院发展10年来取
得了较好成绩，但创新能力跟全国其
它地方科学院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特
别是原始创新能力。第一，缺乏高质
量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等以及博士
点、硕士点；第二，成果不多不强，特别
是自主创新的原创成果；第三，人才团

队匮乏，特别是高级人才、领军人才
团队；第四，市场占有率非常低，转改
制院所多年，仍在低位徘徊；第五，缺
乏新技术拳头产品，研究方向散而
多。

熊新翔：科技型企业在产品培育初
期，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会非常
大，一旦产品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研发
投入就会逐步降低。

我认为对企业来讲，一定要持续储
备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尤其是在关
键技术领域有所突破的企业，面临的竞
争是全球竞争，对手可能强大到想象不
到的地步。所以，只有在对的方向上持

续投入才有出路。
以博恩为例，我们寻找到好的创新

成果之后，会在公司内部设立研究所，
同时从外部争取与知名院校合作，共同
设立研究院，对创新持续投入。比如我
们的生物农药企业聚立信公司设立了
生物农药研究院，前不久我们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挂牌成立了碳基生态农业
研究院。目前还在谋划与中科院、中国
农科院联合成立研究院。在我看来，科
技型的企业应该每年将销售收入8%以
上用于研发投入，如果在产品阶段，将
90%的销售收入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也
不为过。

重庆要补这些“短板”
高端创新资源较少且聚合度不高

陈金山：首先是以平台聚合创新资
源。立足集成电路、工业大数据、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机器人等
重点领域，打造高端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协同研发平台等。目前我们正在大
力推进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制造
业创新中心、工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中
心等建设，争取今明两年建成1-2家国
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其次是补强产业链的技术短板。
以龙头企业和高水平研发团队为牵引，
整合产学研协同创新资源，重点支持实

施一批大数据智能化领域重点研发项
目，着力攻克一批空白技术和产品，使
产业链在我市能延伸并协调发展。

同时还要引导企业更新数字化设
备或利用智能化技术改造非数字化设
备，加快建设应用工业互联网，通过“上
云上平台”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升级。

陈军：今年将新增10亿元财政资
金用于科技创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力争今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达到2%以上。

我们将构建大科技工作格局，统筹

全市科技创新资源，建设国家（西部）科
技创新中心。

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快谋划建设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聚焦前沿交叉领域组
织实施原创性研究和颠覆性创新项目，
增强全市创新引领力。

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深入推进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
端、物联网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
化，布局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
中心等，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在创新园区建设方面，高标准规划
建设重庆科学城，探索重庆高新区“一

区多园”模式，全面推动高新区提质增
效，统筹推进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

在培育引进创新主体方面，大力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力争今年科技型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分别达到
15000家、3000家。

在创新开放合作方面，引进国内外
优质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
转化。加强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
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区域协同
创新。

何平：我们将紧紧围绕科技研发、
科技孵化、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四大职

能定位，加快建设“三基地一网一平
台”，把重科院建成重庆科技创新的高
地、全国一流的地方科学院。

其中，“三基地”即国家级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国家级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基地，

“一网”即全国一流的科技服务网易智
网，“一平台”即国家级智能制造高端研
发平台。

按照发展规划，我们将集中力量做
强做大数据融合与分析、生态环境监测
智能装备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应
用，未来5年拟筹集10亿元建设资金，
其中每年自筹1000万元人才与研发专
项基金，培养引进资助高端领军人才和
团队，支持下属单位进行重点研发。此
外，我们将用好“双创”等各类创新创业
政策和活动，进一步释放科研人员的创

新活力。
熊新翔：被称为“竞争战略之父”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讲过，企业
竞争有两种模型：一种是科技创新，一
种是成本控制。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
依靠成本优势的竞争模式，给企业带来
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不符合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而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模
式，才是企业长久的生存之道。

对于博恩而言，就是要围绕已经获
取的技术，在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
章。比如可以喝的生物农药，我们的产
品从单品到系列，与高校的合作从研究
室到研究院，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关系；
碳基生态肥技术，我们在高校设立了研
究院，研究院每年还会输送一批学生来
企业实习，在加强校企合作之中发现和
培养人才。

建设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用创新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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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

目前重庆的创新能力
如何？

重庆日报：
重庆在创新方面还有哪

些“短板”？

重庆日报：

如何加大力度打造国
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进
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

如何进一步营造良好
的创新创业氛围，助推重庆
创新驱动发展？

数读重庆创新

全市累计获批国家级高
新区4个，布局建设各类创

新园区41个。高新区内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929家、占

全市 37.1%，2018 年高新
区 规 模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5147.34亿元、占全市总
量超过四分之一，成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

创新平台引领作用不断加强

圆桌会

近日，两江新区，中国汽研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人员利用全国唯一一套EH场发生器对电磁场环境中整车的抗扰性进行测试。
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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