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04

要闻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七条刺激政策促成都消费

刷“天府通”健身 享九折优惠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责编 吴钦

美编 廖敏 校对 陈婕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记者从成都市科技局获悉： 为帮助

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吸引社会资金， 成都

将设立2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

以阶段参股、 跟进投资等方式撬动社会

资本参与科技企业投资，帮助初创期科技

企业成长壮大。

目前，成都市分布有高校53所，国家

级科院机构30家，拥有高分子材料、电子

薄膜与集成器件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

研发平台45个， 科技资源全国排名第六

位，是全国高校院所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院所创新创业孵化体

系， 成都市近日出台促进科研机构与地

方合作、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十条措施。

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告诉记者，

根据新出台的《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校

院所在蓉协同创新若干政策措施》，成

都将推动国内外高校院所与区（市）县

共建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区， 支持中心城

区依托高校建特色知识经济圈， 对经认

定的示范区，最高将给予1000万元资助。

与此同时， 成都将重点鼓励高层次人才

带技术、 带项目、 带资金在成都领办企

业。其中，两院院士、国家及省“千人计

划”创新人才、“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

才可获100万元资助，硕士学历或副高职

称以上科技人才可获20万元资助。

唐华说，科技成果的有效处置、知识

产权归属及利益分配是当前制约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瓶颈。 一方面多

头把关、 层层审批、 程序繁琐的管理规

定，极大影响转化的积极性和及时性；另

一方面，由于产权不明晰，职务发明人在

成果转化中的地位作用难以体现， 导致

利益分配不合理， 不利于调动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措施》从

成果的诞生、 所有权、 使用权、 转化等

“全流程”提出多项创新举措，旨在充分

发挥高校院所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源泉

作用， 调动职务发明人面向成都发展需

求与生产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综合人民日报、科技日报、新华网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促进服务业“稳增长促消费”，成都市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市商务、旅游、

文化、体育、博览、房管、教育等部门细化制定了7大工作方案，其中包括《市商务局市博览局市教育局关于利用大型节会展会促消费稳增长工作方

案》、《市商务局关于2014成都购物节开展网上促销活动的工作方案》、《市商务局市旅游局关于建设成都地方特色旅游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

工作方案》、《市旅游局关于实施旅游扶持政策促进消费的工作方案》、《市体育局关于开展拉动体育健身消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市文

化局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稳增长促消费工作方案》、《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关于稳增长促消费的工作方案》。7个方案已报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实施。

成都设2亿元引导资金

促科技成果转化

四大亮点

根据《市商务局关于2014成都购

物节开展网上促销活动的工作方

案》，成都拟于2014年成都购物节活动

期间，同步开展以“幸福之都·快乐网

购”为主题的2014成都网上购物节，整

合7家以上电子商务平台和28家大型

卖场协同开展网购网销活动， 打造线

上线下结合、 电子商务平台与实体卖

场联动促销的发展新模式， 进一步活

跃网络消费氛围，培育网络消费习惯，

塑造“成都网上购物节”活动品牌。

《市旅游局关于实施旅游扶持政

策促进消费的工作方案》，提出10条措

施促进旅游消费，提出对旅行社外联组

织旅游团队游客经成都双流机场出、入

境， 组织来蓉自驾游和国内旅游包机，

旅游景区使用天府通熊猫卡刷卡消

费，有关区（市）县组织开通旅游专列

等给予资金支持，拉动促进旅游消费。

对使用天府通熊猫卡的国家A旅

游级景区一次性补助10万元。 对旅行

社外联组织旅游团队游客经成都双流

机场出、入境，且在成都市住宿1晚以

上的， 按每人100元的标准补贴旅行

社。 对旅行社外联组织来蓉自驾游

（每团不少于20台车、100人以上），且

在成都市住宿2晚以上的，按每团5000

元的标准补贴旅行社。 对旅行社外联

组织国内旅游包机来蓉且团队游客在

成都市住宿1晚以上的， 按每架次2万

元的标准补助旅行社； 对旅行社外联

组织境外旅游包机来蓉且团队游客在

成都市住宿1晚以上的， 按每架次3万

元的标准补助旅行社。

市旅游局副局长和育东说， 天府

通熊猫卡已经发行了2.6万多张，并与

成都周边的绵阳、德阳、攀枝花等城市

开展合作。

此外，《关于建设成都地方特色旅

游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工作方

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搭建成

都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电子商务平台。

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对放大

产业投资效应、化解产能过剩、增加社会就业、推

动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带动作用。

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金泉认

为，与以往的“稳增长”措施相比，7大方案有四

大亮点：一是刺激社会消费，转变增长方式。在传

统的扩大投资入口刺激经济增长之外，从产业链

条的需求端入手， 通过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

力，刺激社会消费，引导扩大有效需求，带动投资

和生产优化，推动产业链条转型升级。二是紧扣

热点消费，培育新的增长点。围绕健康、旅游、体

育、节会等消费热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促消费措

施，着力推动健康等产业加快发展，引导促进本

地消费升级，提升吸附外来消费能力，加快培育

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激活民间资本，放

大促销效应。集合商务、旅游、博览、体育等部门

资源，商旅文会互动、部门协同、产业联动，鼓励

社会资源参与创新服务供给，丰富促销形式和内

容，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四是做强市场主体，推

动产业发展。坚持以市场化手段刺激消费，依托

天府通支付平台等一批市场前景好、成长性强的

企业，多产业融合、线上线下结合，充分运用信息

技术手段和电子商务降低消费成本，加快做大做

强一批服务企业和平台，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根据《市商务局市博览局市教育

局关于利用大型节会展会促消费稳

增长工作方案》，成都计划在2015年2

月前举办成都国际美食旅游节、2014

成都购物节、第二届成都日用消费品

博览会、第十七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

会、2014成都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暨中小学生用品展销会等15个大型

消费类品牌节会展会活动，现场开展

让利、抽奖、展店联动等各类促销活

动，直接让利于终端消费者。

市博览局副局长王欣表示，本次

会展业稳增长促消费活动总共历时

长达8个月，具有跨度长、范围广、力

度大的特点。将于本月底举行的成都

车展也将首次开展购车抽奖活动，将

提供总价值达50万元的奖品，让广大

消费者享受更多实惠。

根据 《市体育局关于开展拉动

体育健身消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工

作方案》，成都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体

育健身行业，壮大体育健身市场主体

队伍，鼓励市民进行多样化的科学健

身，形成良好的体育健身习惯。

使用“天府通”到有国家法定资

质的体育健身场所进行体育健身消费

的市民， 可享受实际消费金额10%的

优惠；寒暑假期间，持身份证及学生证

的6至18岁青少年可享受30%的优惠。

市体育局副局长何荣波说，体育

健身场所自愿参与这项活动，市体育

局将根据其全年接受持“天府通”消

费者的人次和消费额的情况，对排名

前100名的予以奖励。

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主任朱军表

示，根据《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关于稳

增长促消费的工作方案》，成都将以

“住成都好安逸”为主题，计划开展

第44届成都市房地产交易会、 第6届

网上房地产交易会、“住在成都”房

地产全国巡展等系列房地产展会营

销活动，指导区（市）县自主组织巡

展推介活动，分层次搭建房地产集中

营销交易平台，广泛整合资源，营造

良好交易氛围，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他说，这一系列房地

产展会，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体

现出了开放性。

《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稳增长促

消费工作方案》， 则提出紧扣提供

健康的文化消费产品、 创造良好的

文化消费环境， 支持文化企业为市

民提供更多丰富、 健康的文化消费

产品。对文博旅游业、演艺娱乐业、

艺术品原创业、 动漫游戏业这四大

重点文化产业， 将实施一系列扶持

政策。目前，市文化部门正在细化有

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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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校长谈“成都十条”

打破政策之“墙” 让科研成果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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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破

1

、技术入股

游志胜团队依靠自主创

新，在国外限制进口的关键技

术上取得突破。

2008

年， 研发

团队以技术入股方式成立的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2

、共同出资

张兴栋院士领衔的生物

材料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五粮液集团普什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成都普川生物

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校

的成果整体实现了转化。

3

、产业链条

川大建立创新药物研发

的全产业链平台，研发并在本

地转化了一大批

I

类新药 。魏

于全院士牵头的“国家综合性

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建

立起了创新药物研发的全产

业链平台，“生物治疗协同创

新中心” 为国家首批认定的

14

个“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

心之一。 先后与扬子江海蓉

药业、四川好医生药业、成都

金瑞基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大型制药企业及创新型企

业签订协议， 近

10

个自主研

发的药物（抗肿瘤药物）实现

了技术转让， 带动企业投资

20

多亿元。

4

、联合实验

“长江”学者王琪教授在

成都玉龙化工建立了联合实

验室，

2012

年完成 “分子复合

改性

MCA

无卤阻燃剂制备技

术”的技术转移，建成生产线

2

条，产能达

7000

吨

/

年，产品可

替代进口，累计为企业实现产

值

9400

万，利润

2000

余万。

作为近年来成都促进国内外高校在蓉协同创新最具突破性的政策，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

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若干政策措施》（下称“成都十条”）在高校院所中引起的震动无疑最大。

昨日，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副校长李光宪、西南交大副校长张文桂、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周激流3名在蓉高校的校院长，试图揭开高校院所参与地方政府协同创新的现状和“成都十条”

带来的期待。

列为“成都十条”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和受益分配机制改

革，无疑是此次新政中最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

引起科研人员广泛关注。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

是知识产权处置权和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川大

副校长李光宪说，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人，而

经济利益又是激发人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和

创造性的根本因素。 由于高校没有知识产权完

全处置权，教师的职务发明不敢用于开办公司、

创业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 由于利益分配机制

不健全或不利于教师，成果转化收益所得税高，

相对来说收益低、风险高，教师不愿意进行知识

成果转化。“所以， 目前高校的科技成果表面看

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教师以各种方式将科

技成果进行应用，而收益并不很高。”李光宪说，

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调整。

李光宪也表示，根据“成都十条”的内容，

川大计划充分利用契机和前期工作沟通基础，

加快建设四川大学成都产业技术研究院， 以此

平台为载体，做好产业化示范，快速推动川大成

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其次，结合成都市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和川大科研优势，建设转化医学、新

材料、生物医学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物

联网与智能交通等几个重要平台。同时，依托区

市县产业发展状况和学校周边的资源， 进一步

加强与区市县政府及企业的合作力度， 加快成

果孵化。此外，还要改进校内评价体系，出台一

揽子鼓励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政策。

“比如，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方面，川大

2009年已经出台了相关办法， 对科技成果转让

和作价入股等做了规定。按照当时的形势，我校

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

势发展要求了。”李光宪介绍，目前川大已经启

动了文件修改程序，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内容包

括加大教师收益分配比例， 同时也对科技成果

转化管理人员（包括其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

科技人员）进行适当奖励，共享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激发工作积极性。

西南交大副校长张文桂介绍， 西南交大从

2010年开始在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进行小

范围的突破性改革探索， 尝试分割职务发明专

利权给发明人团队，使职务发明人“晋升”为共

同专利权人， 将发明人团队享有的被奖励权转

化为产权， 以产权来激励发明人团队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的热情。“这些尝试已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张文桂说，今后西南交大还将积极进行科

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自主化方向改革，加大对

职务发明人团队的激励。

对于“成都十条”提出的科技成果转化载

体建设等问题，张文桂介绍，西南交大与双流县

政府已经合作建设占地360亩的产业园，占地60

亩的研究院和研究院有限公司， 双流县政府提

供了大量的资金、资源，西南交大拿出了许多具

有产品化、产业化前景的科研成果。目前，已有4

个投资在2000万到5000万的科技型公司在产业

园注册落地， 有3个投资在500万到1000万的研

发型公司在研究院注册落地，前景可期。

同时，西南交大为建设6万平米交大国家大

学科技园创新大厦，多方筹资1.8亿元，历时5年，

今年终于建成。目前，在成都市政府的引导下，

西南交大正与金牛区政府积极协商破墙建楼，

建设环交大知识经济圈。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周激流表示， 确实

有必要理顺政府、高校和职务发明人的关系。他

建议成都市先选择几个高校科研院所作为成果

处置权管理改革和收益分配机制改革的试点单

位。“作为在蓉高校之一， 我校非常愿意在成都

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参与这两个方面的

改革试点。”他说，学校将根据“成都十条”，同

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相关细化政策， 在此基础

上稳步推进实施。

成都市科技局的资料也显示， 目前成都信

息工程学院也正在与双流县政府合作共建成都

信息工程双流大学科技产业园。 园区占地200

亩，规划建筑面积约23万平米，项目投资总额4.5

亿元人民币，科技产业园建成运营后，预计园区

内年总产值达6亿元， 年纳税额达4000万元，形

成集产品研发、测试、生产、制造、运营为一体的

高科技产业园区。

同时，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还与双流政府共建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成都研究院。成都研究院承载

科技创新、科技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

创业人才培训等功能。目前，成都研究院大楼正

在修建， 但已经组建通信及移动互联技术事业

部、网络信息技术事业部、电子商务与物流事业

部等六个专业事业部。引进28家企业入驻，组建

了26个创业孵化团队，共建了5个联合实验室。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建设科技创业苗圃和

孵化器，正在筹建省级大学科技园，同时学校将

利用学校内的存量土地，与政府、企业合作打造

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周激流说，同时学校正在

向省上争取成为“科技人员兼职兼酬、创办科技

型企业试点单位”，相信这些举措将极大促进学

校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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