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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首 语 

产业联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产业联盟从支持单个

企业创新转向支持产业创新，利用政府资金的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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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学研合作由“点对点”合作、松散合作、单项

合作向系统合作、紧密合作、长期合作转变，并推动相关标准制定、产业链的合作等，根本改

变科技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确立深圳市未来在全国乃至在全球的自主创新地位。 

为促进区域创新资源的整合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在政府相关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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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已经组建并协同了十九大产学研联盟，其中包括 6 个位省部级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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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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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布联盟企业

和产业最新动态，促进产业的创新发展！ 

欢迎踊跃投稿，请将稿件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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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稿件发送至alliance@nsst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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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速递】 

创+空间联合 HWTrek 为创客解决供应链烦恼 

12 月 16 日，由创+空间主办、HWTrek 协办的《与您聊聊海外硬件的新玩法》在南山数

字文化产业基地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意臣设计、太火鸟以及志成资本等智

能硬件业界人士和创客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会上，HWTrek 供应链

运营副总 Roger Wu 从几个

方面解析全球硬件行业的创

新趋势。从消费端以及创客

端来看，全球创客项目及创

客空间主要分布在欧美地区。

由于中国智造具有资源集中，

成本控制，灵活高效的特点，

海外创业者十分青睐中国的

生产制造资源。但很多海外

创客项目由于供应链合作问

题导致项目无法按时交货或进入产业化阶段。HWTrek 针对这些问题，为创客们及硬件供应链

厂商提供硬件供应链服务平台。创客们可以平台上发布项目的供应链需求，让平台上的硬件供

应链厂商及专家共同参与他们创意产品的开发量产过程。 

创+空间负责人表示，创+空间将联合联盟企业及 HWTrek 等平台机构，整合柔性制造服

务资源，为创客进行小批量生产以及产业化提供一站式工程实现与供应链配套服务，帮助创客

创意实现产品化，让创客专注产品的研发，降低创业成本，在创新基地内可足不出户就能实现

产品的开模打样与小批量制造。 

《2015 中国专利维权研讨会》公益活动成功举办 

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维权问题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

认识，以致经常做出错误的判断；在维权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调查搜集侵权证据。调查取证

是专利维权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掌握扎实的证据，才可以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争取主动权。12

月 25 日,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主办，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承办的《2015 中国专利维权研讨会》公益活动在总裁俱乐部三楼多功能

厅成功举办，近 50 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到场参加了此次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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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特邀请嘉权专利商

标事务所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

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专家谭英强律师做

专业讲解。谭律师针对性讲解“专

利维权”特性，点明行业知识产权

痛点与解决方案，从而规避“专利

维权”风险，提升知识产权运营、

管理能力。讲座在愉快的交流中结

束。 

本次讲座是“专利百家行”系

列活动之一，通过邀请知名知识产权机构的优秀讲师分享其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理念和经验，

帮助企业提升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水平。 

金融宣讲会分享融资之道 

为了帮助南山区企业更好地解决融资难题，及时享受到各类金融优惠政策及服务，1 月

14 日，由深圳市南山

区科技创新局、产学

研联盟总秘书处、弈

投孵化器、深圳市中

小科技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深圳市南山科

技事务所、中国计算

机学会深圳分会

（CCF）联合中国建

设银行南山科技支行

共同举办的企业融资

发展与金融服务宣讲会在南山数字文化产业基地顺利召开。会议邀请银行行长高瑸就科技型企

业的银行融资之道做精彩分享，现场为 40 多家参会企业提供各项咨询及服务，解决企业在发

展中遇到的资金问题。 

物业（厂房、写字楼、住宅、土地）、知识产权、代发工资、股权以及第三方公司担保均

可以作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资源”。这些“贷款资源”决定了企业贷款的额度。高行长建议，

经济寒冬下，企业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方面加强技术实力，占领一定市场；同

时通过增加银行授信额度，或通过股权融资等渠道来缓解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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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公益培训是《企业管理能力倍增计划》系列活动之一，是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面向社

会开放的公益型活动，帮助南山企业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助力南山企业创新发展。 

“中国制造产业生态创新论坛”在深召开 

去年五月，国务院正式发布

《中国制造 2025》，其内容体现

为四大转变和一条主线，其中创

新驱动、质量为先是两个重要转

变部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热潮下，深圳市政府提出创新、

创业、创投、创客的“四创联动”

的新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重视创新意识，并提出大量

的极具创意性的产品概念，然而

在对创意概念向产品转化的过

程中往往会面临着包括资源、资

金、产品化等诸多难题。 

2016 年 1 月 15 日，新年

伊始，深圳市电子学会可靠性专业委员会联合深圳易瑞来、力合科创集团、清华信息港、南山

科技事务所、创＋空间、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在充满着学术、人文和创新精神的清华信息港园

区的报告大厅里共同举办了《中国制造创业生态创新论坛》。虽然当天的风雨中透着寒意，但

前来与会的八十多家电子制造企业、创客团队的近百位企业高管、技术骨干以热情的参与、热

烈的研讨将论坛活动推向高潮。 

论坛期间，创+空间运营负责人海丹先生在题为《以产业联盟资源优势打造创新产业服务

链》的发言中说道，2015 年深圳 GDP 增速 8.9%，得益于前些年实施“腾笼换鸟”和布局战

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略效果凸显，此外完善的电子制造供应链基础和创新创业氛围，吸

聚了大量的创客，成为深圳科技制造业的创客源泉。制造业经过服务化后将服务功能或部门独

立成为公司，并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产业，将会是未来电子制造行业的发展新常态。

力合科创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进波先生在做《生态创新助力制造产业升级》的主题演讲中

表示，电子制造行业目前正处在低潮期，需要从政策、技术、资本、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为

电子制造企业转型发展打造一个良性的生态圈。 

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深圳电子学会可靠性专业委员会主任殷志文先生发表了《从概念到产

品的蝶变》的主题演讲。殷志文先生作为长期从事电子可靠性工程技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

给与会人员指出了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企业的共性痛点，并分享了实用的可靠性技术。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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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的电子制造企业面对的困难不在于产品的功能实现障碍，而是在于产品可靠性品质低。

中国制造的未来就是“智造”+“质造”。在对创客的寄语中，他表示，从概念、原型到产品

的蜕变，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难于登天。只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该怎么去实

现，借助一定的资源，坚持正确的方向，就一定能够化蛹成蝶，完成华丽转身。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研讨会成功举办 

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一定研发

能力的中小科技

创新型企业却对

知识产权管理的

国家标准和如何

结合国家标准制

定企业的管理标

准和管理流程等

方面了解不足，甚

至有众多盲区、误

区。为帮助区内企

业更好地了解有

关国家、市区政策，1 月 5 日,由产学研联盟总秘书处（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联合广东律

师事务所特举办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研讨会，帮助企业更好地提升知识产权运营能力。近 50 家

科技企业负责人到场参加了此次公益讲座。 

本次讲座特邀南山区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广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志兵律师做专业讲解。

许律师围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营中各环节所涉及的问题，通过丰富的实践案例进行讲解。企

业需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运营工作，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及行业形势，通过布局和管理知识产权

来确定研发策略以及规避侵权风险。 

本次讲座是“专利百家行”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邀请知名知识产权机构的优秀讲师分享其

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理念和经验，帮助企业提升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水平。 

【供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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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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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上街通用航空试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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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坐标地图合作。联系方式：dmao@nssti.cn 

mailto:dmao@nssti.cn
mailto:ztjiang@nssti.cn
mailto:dmao@nsst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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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帮助创客和成长型科技企业提供专业的创业服务及产业链配套服务，寻求软件开发

设计、工业设计、自动化设备、PCB/模具设计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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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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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放量中试试验。主要技术指标：铜浆油墨已可在正

常空气中烧结制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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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底上进行有效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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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方面有兴趣或了解情况

的请联系：毛盾 13480890878 

【产业信息】 

高企认定降低门槛 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通过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加大对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扶持，

激励市场主体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有力推动‘双创’，培育创造新技术、新业态和提供新供给

的生力军，促进经济升级发展。”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修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降低高新技术企业门槛，使更多创新型企业能得到政策支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涌现，高企认

定管理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对《认定办法》进行修订就是要让政策扶持跟上科技企业发展的

步伐。同时，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其最重要的

抓手。实施新的高企认定管理办法，发挥政策优惠对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 

  适当放宽认定条件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上表示，新的高企认定管理政策实

施后将进一步鼓励市场主体增加研发投入，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 

  “我国中小企业解决了 80％的就业，完成了 65％以上的发明专利和 80％以上的新产品

开发，是促进创新、扩大就业的生力军，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力量。此次政策完善

主要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科技部火炬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认定办法》修

订，在知识产权、科技人员占比、技术领域等方面对所有企业均有所放宽的情况下，为了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倾斜，将规模 5000 万元以下企业的研发费比例由 6％降到 5％，以支持更多中

小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还特别调整了对知识产权的要求，取消了“近

mailto:dmao@nssti.cn
mailto:dmao@nssti.cn
mailto:dmao@nsst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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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一 扫 
关 注 我 们 

三年内”获得知识产权的限制，以及“5 年以上独占许可”获得知识产权的方式。 

  该负责人介绍，取消“近三年内”获得知识产权的限制，只要专利在有效期内均可，将有

利于更多企业申请高新技术。而取消“5 年以上独占许可”，可以更加有效地体现《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提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要求，使高企政策在自主知识产权要求上更具引导

性和约束力，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同时也有助于避免知识产权滥用。企业仍可通过技术转让等

知识产权所有权转让的方式获得知识产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有利于更好地落实新

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除此之外，为更好适应企业研发外包众包等发展趋势，此次修订将企业科技人员占比由不

低于 30％调整为不低于 10％，放宽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准入门槛。同时优化和简化认定管理流

程。缩短公示时间，由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改为 1 个工作日；简化企业更名备案流程，不再报

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将各地评审专家的备案管理下放给地方认定机构；跨管理区域整体迁移

的高企，在有效期内资格继续有效。专家认为，新的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帮助广大创新型企业

降低税务负担，为更多企业提供创新的制度保障。 

  新兴业态获扶持 外资企业无影响 

  此次修订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也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如新增增材制造、石

墨烯材料制备与应用、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新能源汽车试验测试及基础设施

等先进技术，剔除了一批落后技术。同时，对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给予了充分考虑，一是扩充

服务业支撑技术，如新增“检验检测认证技术”、“现代体育服务支撑技术”及“智慧城市服务

支撑技术”等行业特征明显的内容；二是对“研发与设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

产业支撑技术”、“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技术”等技术领域进行了补充。 

  科技部火炬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一直秉承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

鼓励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中国境内企业申报高企。新的高企认定办法在这方面没有变化，符合

条件的外资企业申请高企在政策上没有障碍。高企认定条件包括知识产权、研发费、科技人员、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企业创新能力等多个指标，研发费、科技人员占比指标的变化，可使

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得到认定。”该负责人介绍，科技部将继续加大对高企的培育工作，培养

扶持更多企业纳入高企队伍。 

目前，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科技部正在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和相关扶持政策，有关

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未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强，并与高新技术企业政策

形成高度衔接。 

 

【活动预告】 

详情请留意产业联盟信息平台公告：www.iaip.cn 或添加关

注“深圳产学研创新联盟”官方微信：szalliance 

http://www.iai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