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5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在全省率先建成秦创原商洛飞地孵化器，省、市相关领
导多次调研指导，一致表示肯定。商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获批，为商洛增添一块“国字号”招牌。柞水县成功创建全
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属我省首家。全市有省级高新区 2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8家、省级
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5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6家……
这是商洛市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的成绩单。

近年来，商洛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机遇，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
科技合作与交流、建强科技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为重点，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创新体系，为促进全市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创新模式 吸引资源
建强平台载体 激发创新活力

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科技赋能与区域高质
量发展是一件衣服的左右两襟，有了创新平台这个“纽
扣”，扣上之后，便会达到“1+1＞2”的效果。

在商洛，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便是这枚“纽扣”。
自融入全省“秦创原”平台以来，商洛坚持“12375”建

设思路，打造秦创原（商洛）创新促进中心，建设秦创原商
洛飞地孵化器和秦创原（商洛高新区）孵化器两个创新孵
化基地，搭建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台、秦创原（商
洛）科创服务平台、秦创原（商洛）成果转化平台 3 个创新
平台，推进六县一区协同融入，实现秦创原与政企、产业、
人才、园区、金融 5 个融合，创出创新驱动新体系、科技管
理新模式、创新发展新路径，以“秦创原”建设引领高质量
发展正成为商洛的生动实践。

自 2021 年以来，我市建成秦创原（商洛）创新促进中
心，与秦创原总窗口建立了全面合作机制，与西安交大、西
咸新区签订《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校地合作框架协议》等

协议，聘请中科院张宏福等 8 名院士担任专家顾问，“政产
学研金”有机融合创新体系已初步形成。在西咸新区和商
洛高新区分别建设集孵化转化产业化于一体的秦创原商
洛飞地孵化器、秦创原（商洛高新区）孵化器，入驻盘龙制
药等 4 家企业及 4 家产业研究院，组建博士项目团队 15
个，成立科创公司 8 家，在政策、人才、资金等支持下，通过

“飞地创新、离岸孵化、回迁发展”发展模式，不断促进企业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

台建成运营，在揭榜挂帅、科技服务、科技政策 3 个服务平
台，创新主体、科技人才、创新平台 3 个数据平台以及
35578 项科技数据的支撑下，商洛科技服务能力迈上了新
台阶。2022年 5月，平台发布了盘龙药业技术需求揭榜挂
帅信息。陕西科技大学完成揭榜，此项揭榜挂帅项目完成
后，将为企业创造约 2000 万元的经济效益。“秦创原”科技
之火，在商洛大地已呈燎原之势。

抓住关键 精准发力
让企业稳站创新“C位”

企业一头连着需求，一头连着供应，是科技创新的主
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近年来，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可充电的钥匙
扣照明装置（外观设计）”专利荣获“2021 年陕西省专利奖
一等奖”；盘龙药业成功上市，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39%，居
全省第二。商洛众多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呈现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创新态势，不断提升着产业基础实力
和城市创新能力。

科技型企业喜报频传的背后，得益于商洛牢牢把企业
放在第一创新主体的地位，全力支持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和
技术转化推广，以科技创新成果赋能市场开发，改变科技
创新与市场效益“两张皮”的现象，实现创新驱动向市场
端、需求侧精准传导，为企业高质抢占市场、获得发展注入
源源不竭的动力。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培育认定新材料、
绿色食品、健康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科技型中小企
业 263 家，专精特新企业 21 家，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
68家。围绕“3+N”产业集群急需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精
准靶向攻关，先后完成“柞水木耳绿色生产技术集成和示
范”等 45 项重大关键技术，实施“两步法钒铝合金生产工
艺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等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2 项，培育了
以柞水木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产业，科

技型企业年产值达 83.1 亿元，贡献税收
3.69亿元，成为推进我市创新驱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集聚人才 解难添智
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地

人才，是科技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育好梧桐林，引得凤来栖。为了让人
才集聚裂变，有力推动市域发展蝶变跨
越。近年来，商洛突出产才融合，全方位
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吹响了打造秦岭南
麓人才创新高地的嘹亮号角。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我市利
用 2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10 家国家级
星创天地、25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以及
68 家高企对人才的需求，通过秦创原平
台，先后培育“科学家+工程师”团队 12
个、“新双创”队伍团队 17 个，引进高层
次人才 427 名，引育初、中级技术经理
人 306 人 ，充 分 发 挥 人 才“ 智 囊 团 ”作
用，帮助企业“破题发展”；积极对接国

家科技特派团 50 名科研专家和科技人员，“组团式”驻
点丹凤等 5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精准服务县域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和“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等本
土人才培养帮带；建立 500 名科技人才库，组建市级科
技 特 派 员 产 业 技 术 服 务 团 7 个 ，累 计 选 派 科 技 特 派 员
1531 名，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点 300 个，推广新技
术 460 项，培训农村实用技术人员 6 万余人次，辐射带
动农民群众 50.68 万人，使科技特派员驻点村农民人均

收入增幅达 10%以上。李玉院士科技成果转化的巨大
成效——柞水“小木耳、大产业”更是享誉全国。

如今，枝繁叶茂、蓬勃涌动的人才队伍，实现了从李玉
院士与柞水木耳的“一枝独秀”到千名人才创新创业的“各
领风骚”，一项项技术突破像一粒粒载有创新梦想的种子，
扎根于芬芳的泥土里，静待花开，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回首过去，商洛科技人交出了一份骄人的成绩单。
展望未来，商洛将聚焦“一都四区”建设，以建设“科技

之城、创新高地”为统领，加快打造商洛“一心三区多点（一
心：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三区：商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辐
射带动、商洛高新区创国高、山阳高新区提等升级，多点：
六县一区协同创新）”创新格局，形成创新化、高端化、产业
化、协同化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创新生态，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展现更大科技力量。

以建设“秦创原”为统领，壮大首位产业集群。在商洛高
新区建设以服务高成长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为核心，融汇科
研服务、科技咨询、科技投融资、人才交流、科技路演展示、科
研中试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市科技创新的总窗口和总平台
——科创大厦，对内择优推荐创新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对外招引高校、科研院所入驻，聚焦“3＋N”产业集群和17条
重点产业链，对重点产业核心技术需求开展“揭榜挂帅”科研
攻关，研究成果在商洛就地转化或产业化，逐渐形成一条完
整的“孵化—加速—研发—中试—产业化”科技创新链条。

以西商一体化为牵引，汇聚各类创新资源。全力推进
科技创新西商一体化发展，向西安借势（秦创原）借地（西
咸总窗口）借智（人才），提升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的孵
化和服务能力，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的核心骨干提供
科研服务，把高校、企业的骨干、精英休假时想干的研究、
产业带到商洛，从而构成实体产业。

以培育科创平台为支撑，打造产业发展引擎。聚焦新
材料、绿色食品、健康医药、清洁能源、智能制造装备、电子
信息等特色产业领域，支持行业部门、重点产业领域及科
小、高企，发挥自身研发、技术、资本等优势资源，联合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上下游新型企业，组建一批体系化、

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形成全产业、全体系、全覆盖的新型
科技智库群。

以增强创新能力为保障，提升市场主体质效。深入实
施科技企业“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四大工程，建立科技
型企业信息库，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
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企业”的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采
取“企业+科技+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培育服务模式，打造
形成一批“有块头、有品牌、有后劲”的创新主体。力争到

“十四五”末，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500 家，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瞪羚企业）100家。

以打造人才品牌为导向，构筑人才发展高地。落实陕
西省创新人才攀登计划，做强“商山英才”人才品牌。打造

“专家产业品牌”，以李玉院士与柞水木耳为模板，重点选
取新材料等领域，靶向研发、引进转化、规模生产，打造新
的知名产业品牌。建设秦创原（商洛）引智服务站，聚焦全
市 17 个重点产业链，以“量身定制”“一链一人一策”等方
式，组建“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培育一批技术经理人队
伍，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
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3+N”产业专家服务站，在县
区、产业园区探索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为各类科研
人员搭好创新创业的舞台，使商洛成为高校、科研院所、专
家学者科研实践主战场。

以优化科技服务为抓手，转化应用科技成果。以秦创原
（商洛）网络平台和市县两级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为骨架，线上
加大“互联网+”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
平台、信息咨询与发布等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力度。线下
依托市县两级8个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打造线上线下“一站式”科技服务“超市”，提高全市
科技服务水平和技术创新及成果转移转化能力。

以高水平开放合作为助推，加大科技交流力度。树
立大科技观念，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与省内外高校、科研
院所在科技项目、人才项目、专家工作站、创新创业团队、
成果转化与示范推广、创业就业平台、技术培训等方面开
展全面合作。建立“政策+人才+技术+载体+资本+服
务”六位一体科技招商模式，借助秦创原平台，策划包装
一批含绿量多、含新量足、含金量高的科技项目，重点在
南京、西安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资金、项目、人才富集
城市，开展科技招商，引进优势企业和项目落户商洛。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进百尺竿。新的征程已经开
启，商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商洛科技人将永葆“创”的精神、“新”的
劲头，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向着更高目标踔厉奋发，笃定
前行，以科技创新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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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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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创原商洛飞地孵化器秦创原商洛飞地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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