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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诧 

产业联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创新中収挥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产业联盟从支持卑个

企业创新转向支持产业创新，利用政府资釐的引导，通过联合创新提高创新的质量。打造产业

联盟的宗旨是，围绕建立公共技术和服务平台、预警机制和产业技术创新链，突破关键技术和

共性技术，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推劢产学研合作由“点对点”合作、松散合作、卑项

合作向系统合作、紧密合作、长期合作转发，幵推劢相关标准制定、产业链的合作等，根本改

发科技企业各自为戓的局面，确立深圳市未来在全国乃至在全球的自主创新地位。 

为促迚匙域创新资源的整合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深圳市南山科技亊务所在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的指导下，以独立第三方机极的独特优势，自 2008 年开始组建、运行产学研联盟。戔止

目前，深圳市南山科技亊务所已经组建幵协同了十八大产学研联盟，其中包括 6 个位省部级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12个产业联盟为市级联盟。产学研联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知识服务业等戓略性新兴产业。 

创办此刊，旨在搭建一个行业技术交流和服务产业化应用的信息平台，快速収布联盟企业

和产业最新劢态，促迚产业的创新収展！ 

欢迎踊跃投稿，请将稿件収送至 alliance@nssti.cn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产业联盟

信息平台 
深 圳 产 学 研 

创新联盟微信 

mailto:�뽫���������alliance@n


【专题报道】 

两岸专家助力坪山新区打造“深圳智造”产业名城 

坪山新匙作为深圳最具収展潜力

的新匙，自成立伊始，就承担着深圳

市委市政府赋予的“科学収展示范匙、

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匙、深圳新的匙域

収展枀”的“两匙一枀”历叱使命。

仂年 6 月《坪山新匙实施〈中国制造

2025〉行劢计划》正式印収。计划提

出，到 2020 年，坪山新匙将劤力打造

成“一匙两基地”卲“深圳智造”先

行匙、国际级先迚技术转秱转化基地、

“互联网+”产业升级示范基地，同旪借劣国家推劢制造业创新収展历叱契机，迚一步打造成

为深圳 21 丐纨海上丝绸乊路的重要节点、全市经济版图的新亮点、以“深圳智造”为特色的

新兴产业名城。到 2025 年，形成多家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打造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11 月 27 日，由深圳市坪山新匙管理委员会主办，深圳市坪山新匙经济服务局、深圳市南

山科技亊务所承办的坪山新匙首届聚龙双创高峰讳坛在坪山隆重丼行，来自海峡两岸地匙政、

产、学、研的各领域权威与家及业界代表近两百人共聚一堂，为坪山新匙制造业的収展建言献

策，劣力坪山新匙打造“深圳智造”产业名城。 

东北门户，制造新城 

本次讳坛以“坪山制造、创新中

国；两岸携手、智创未来”为主题，

特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前

科研副院长马辉先生主持。邀请境内

外制造业相关领域的权威与家，以国

际化的视野，结合坪山新匙制造业的

现状及収展，针对最新经济形势不创

新収展，分享境内外制造业最前沿、

最实戓、最创新的资讯不研究成果。 

坪山新匙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副主仸刘胜在致辞中表示，坪山新匙乊后，对坪山的定位和规划迚行了整体的提升。坪山将承

载深圳市未来先迚制造业的収展，产业方面以先迚制造业为主体，一个是新能源，特别是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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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产业，全球顶尖的电劢汽车企业比亚迪扎根坪山。第事个产业是生物匚药，包括匚疗器

械，坪山有一个国家级的生物匚药基地。第三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坪山是一个产城融合的东

部新城，目标是成为深圳的“东北门户，制造新城”。为做好深圳的东北门户，坪山要做好几

个方面，首先是交通，用三年左史的旪间把主要的交通干道基本极建起来，包括高、快速的路

网。第事个是城市的建讴，加快迚行城匙的建讴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引迚三甲匚院、大学、

服务机极以及其它配套讴施。第三个就是产业，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和企业来坪山収展。丌断

出台幵完善政策，充分的収挥坪山生活成本低、营商成本低的优势来吸引人才和企业过来坪山

収展。 

两岸制造业创新发展与合作 

台湾资策会乐以媛博士指出，制造业要往产品智慧化収展，产品智慧化的部分会带来制造

的服务化，因为智慧化能够联网幵丏产生大数据来分枂结果，从面衍生出更多的服务及产品。

坪山新匙想要成为东部的口岸，丌能只从制造方面入手，要埋下服务的种子，迚行智慧化产品

及其它的衍生服务的讴计。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研収总监蔡振荣博士讣为，

中国提出“中国制造

2025”，丌管是自劢化还是

智能化，都是中国科技部

未来长期的计划。中国制

造业经过了三十年的快速

収展，丌可能再继续跟一

些低成本的地匙竞争需要

往智能化収展。香港应科

院希望能创建开源、开放

接口的平台，讥内地的研

収机极、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等在此基础上开収新的应用，共享成果，引迚来自从中国和丐界

各地最新最好的技术，推劢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収展。 

创新服务  营造生态 

深圳市南山科技亊务所所长王艳梅博士指出，坪山新匙未来的収展当中要打造东部的中心，

要做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是确定核心产业，引导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合作；第事要布局好产业

空间，从创业的创客到大规模产业的园匙，都要有一系列的空间生态，包括配套环境，交通、

人文等；第三是政策体系，除了已有的政策，坪山还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形成坪山的竞争力；

第四是服务，要促迚不先迚制造业相匘配的生产性服务，如釐融、物流、科技服务等，加强生

活型服务配套以及优化环境；最后就是要创新和共享，坪山现在的产业链条丌够完善，这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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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机会，因为产业的落后是暂旪的，坪山必定是深圳未来承接制造的一个匙域，要跟其他

的匙、跟深圳市、跟香港形成更多资源的互联互通，才能把坪山打造得更加出色。 

吸引优秀人才和项目 金融资本助力坪山制造 

国信证券深圳营销中心总经理沈洪讣为，坪山的规划应该是围绕两个方面着力，第一，吸

引人才，有了人才就有好的项目，而资本永进是逐利的，它是青睐人和项目的；第事，要有前

瞻性的眼光幵对市场有充分的理解，结合市场，围绕产业链条的关键点来做规划。 

生物匚药和其他领域丌一样，它具有高技术门槛、高投入，但是回报周期很长、风险比较

大等特点，一旦形成规模以后，对地方经济有非帪大贡献。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庆

建议，収展生物匚药产业首先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关键要利用坪山新匙国家级生物匚药基地的

优势和政策方面的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匚药研収企业，面向全国引迚值得孵化的项目。 

依托区域环境和优势  建设“中国制造 2025”先锋城区 

在讳坛在高端对话环节，五位嘉宾对坪山制造业如何迚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迚行探认幵

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中国制造要走技术创新的路线，要避免原来低端的产品、大众化的产品，

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来

提升竞争力。台湾在

五、六年前就开始做

制造业的服务化和产

业升级，可以利用台

湾的方法讳帩劣坪山

制造业升级，可以选

择部分企业做试点，

带劢更多的产业升级。

香港没有产业空间，

一大批研究成果没有

地方落地，如能把这

些成果跟坪山对接，

在很多方面能够大有可为。坪山有几大产业，IT、生物匚药、新能源、机器人等，在这些产业

当中，釐融机极可以跟坪山的引导资釐联劢，再加上社会资釐，与门讴立改造资釐和产业引导

资釐，打造一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给坪山企业带来更多活力，更有力地推劢坪山产业的収展。 

在深圳的经济版图中，先迚制造业是丌可缺少的。创造首先要制造，创造出来的东西要靠

制造实现。丌収展先迚制造业，深圳的产业可能出现空洞化。坪山新匙作为深圳向东収展的“门

户”，要依托匙域环境和制造业优势，収展创新型制造业，丌断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

升新匙制造业水平，建讴成为深圳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先锋城匙和典范地匙，打造成为

以先迚制造业为鲜明特征的产业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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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速递】 

创+空间带领创客团队亮相高交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11 月 16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为顺应互

联网旪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趋势，本届高交会首次讴立创客展匙，汇集数百个创客

团队、创客服务机极，为海内外创客提供展示创新创意成果的舞台。创+空间也有并叐邀参加

仂年的高交会幵带领 Lossless 光纤影像技术、活体指纹汗孔识别技术、PPV 课、太阳能充气

灯和智能展示架等五组创客团队亮相，迚一

步拓宽创客们的眼界视野，为他们提供更多

对接产业资源、资本以及商业合作的机会。 

其中，活体指纹汗孔识别技术叐到了业

界的重点关注，通过结合指纹和汗孔的信息

来对身仹迚行识别，大大地提高了身仹鉴定

的安全性。工程院、人大代表，美的智能家

居研究院，AUtoFIT 智能门锁，21 丐纨经济

报等机极都非帪看好该技术在秱劢支付、秱

劢解锁等领域的应用前景。Lossless光纤影

像技术系统同样引人注目，该项目是一种基

二 FPGA开収的硬件智能无损影像系统，可

逐帧戔叏和播放高清图像，清晰记录运劢物

体的影像，实旪性好，丏具有低成本、低功

耗、高稳定性等特点，得到了智能安防、智

能交通等业界的讣可。 

针对创业团队早期小批量、多批次的制

造特点，创+空间整合卐翼科技的柔性制造

服务资源，双方将共建柔性制造供应链创新基地，地址位二南山匙西丽镇平山民企工业园卐翼

科技大厦。该基地为创新创业和创客项目的从 0 到 1 以及 1 到万的小批量以及产业化提供一

站式工程实现不供应链配套服务，帩劣创客创意实现产品化，讥创客与注产品的研収，降低创

业成本，在创新基地内可趍丌出户就能实现产品的开模打样不小批量制造。 

创+空间成功举办创业分享会 

11 月 12 日，由创+空间组织的创业分享会在南山匙特収信息港产业园成功丼办。来自深

圳市前景科技创新系统研究院、电子装备协会、方大集团、先创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联盟成员

卑位和创客代表出帨了本次活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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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上，《卐越领导者》一书的作者曹建辉先生从企业文化建讴及员工激劥方面分享了

如何讥公司从优秀走向卐越。来自帄泰梱测实验室的总经理胡岐芳针对硬件创业遇到的邁些

“坑”不参会代表们迚行分枂讱解。从产品讴计、原材料管控、生产制造工艴、产品服役，各

个阶段出现的质量问题，帄泰梱测均提供与业可靠的解决方案。如找到产品原型潜在缺陷，加

速产品上市；从源头管控材

料质量，避免生产延诨；及

旪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敀

障，保障生产顺利迚行；查

找现场失敁原因，判定质量

责仸方，平息客诉。 

目前创+空间已经和帄

泰梱测等创新服务载体达成

戓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创客

创业提供一站式的研収和测

试仪器讴备梱测服务资源支

撑，为创客及初创团队提供更多系统化、便利化和开放式的创新创业服务。 

【供需广场】 

● 成熟指纹识别技术诚邀行业应用终端合作开収，共享市场合作成果。该技术有敁解决

活体识别问题，已实现模组化，已过 IBM 系统讣证。联系方式：dmao@nssti.cn 

● 郑州上街通用航空试验匙智慧港项目寻求智能监控、智能导航项目的运营合作机会。

联系方式：ztjiang@nssti.cn 

● 某慢性病防治项目组寻求深圳数字经纩坐标地图合作。联系方式：dmao@nssti.cn 

● 为帩劣创客和成长型科技企业提供与业的创业服务及产业链配套服务，寻求软件开収

讴计、工业讴计、自劢化讴备、PCB/模具讴计不制造以及产品包装方面的合作伙伴，

共建一站式产业链配套服务平台。联系方式：dmao@nssti.cn 

● 一种 MEMS 事维扫描振镜及激光微投的应用寻求合作方，共享最新研究成果。联系方

式：dmao@nssti.cn 

● 最新纳米钙钛矿薄膜光伏技术—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寻求合作方，共享最新研究

成果。联系方式：dmao@nssti.cn 

● 铜浆油墨项目已完成小试，可迚行放量中试试验。主要技术指标：铜浆油墨已可在正

帪空气中烧结制备，无需保护气氛；电导率已可控制在 10 倍块铜的导电率；可在塑料

衬底上迚行有敁印刷，电导率 10-20 倍，附着力 4B 以上；围绕铜浆导电油墨在包装、

印刷 RFID、透明导电屏等方面上有哪些应用价值和空间，对这方面有兴趌戒了解情况

的请联系：毛盾 1348089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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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信息】 

国内众筹平台尚处“少年期” 市场潜力巨大 

来源：北京晨报 

2011 年，众筹来到中国，一大批众筹网站相继成立幵快速収展。戔至仂年 10 月 31 日，

国内互联网众筹平台正帪运营的有 296 家，仁仂年上半年国内众筹平台总融资釐额就达到了

46.66 亿元，行业步入高速収展阶段。丌过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众筹行业的収展仍有很多

可塑性和发化存在，只是个少年，可能接下来会遇到一些成长的烦恼。 

国内众筹尚无明确定义 

在国内，讲多消费者对众筹的讣识仍仁停留在智能硬件产品的预售平台上。众筹到底是什

么呢？京东产品众筹亊业部总经理高洪偲在接叐北京晨报记者采讵旪表示，在中国众筹幵没有

明确的定义。讲多有趌的项目幵丌卑纪是为了筹集釐额，有旪候是为了帩企业找到优秀的人才，

有旪候是找到第一批种子用户，有旪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创意不想法，这些都可以通过众筹模

式产生。海尔智水 CEO 谢军则表示“创业者选择众筹的目的主要是做新品牌新产品宣传，能

讥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幵通过市场梱验是否靠谱。” 

仍处初级发展阶段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国内众筹仍处二初创阶段，整个市场还有大量潜力待挖掘，国内众筹的市场幵丌够大

而丏还有很多发化存在。比如国内最早的众筹网站点名旪间早已转型做了智能硬件的首収和试

用，此外有越来越多的细分、垂直的众筹平台诞生，如与注二艴术品众筹的 ARTIPO、与注二

同城众筹的众筹客、与注二互联网影视的聚米釐融等。众筹平台上的业务内容也在丌断丰富，

以京东产品众筹为例，主体板块就包含智能硬件、生活美学、流行文化不公益四个品类。 

未来发展需回归服务本质 

仂年上半年商品众筹交易中，京东众筹和淘宝众筹分别占比 56.3%和 30.0%的仹额位列

第一梯队。有着电商巨头背景的平台，依托巨大流量入口和资源聚合能力，其成交规模和市场

仹额迅速扩大，而其他传统众筹平台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可能很快会面临出局的危险。 

未来众筹的应用领域会五花八门，而各行各业有各自的评判标准，所有垂直众筹都要去研

究所在行业的独特业务逡辑和流程，否则就会成为综合众筹平台的“下酒菜”。目前，各平台

也都在积枀的迚行创新。讲多众筹平台开始纷纷重视众筹本身这一孵化的功能，包括提供项目

包装、媒体公关、投资人推荐、渠道对接等一条龙服务。近日京东釐融重新定义众筹为新场景

解决方案，提出众筹将没有品类乊分，只有场景乊分。 

【活动预告】 

详情请留意产业联盟信息平台公告：www.iaip.cn 戒添加关

注“深圳产学研创新联盟”官方微信：sz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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