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文件

常科教城发 匚⒛14〕 26号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 《常州科教城关于大力实施

℃ss” 工程的意见》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园 区各入驻单位 :

《常州科教城关于大力实施
“
333” 工程的意见》已经管委会

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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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科教城关于大力实施
“ssF工程的意见

为推动园区内涵发展,打造区域创新之核,常州科教城将面

向常州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
“
十大产业链

”
,围绕智能、设计、

信息三大方向,以
“
应用开发与市场集成

”
为基点,大力实施

“
333”

工程,引 进并建设一批高品质公共研发平台,育 聚一批高层次人

才,转化一批高价值成果,孵化一批高科技企业,以平台经济开

启二次创业,以科技服务引领内涵发展,努力打造创新型企业集

群。结合园区实际,制定以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通过三年时间,即从 ⒛14年到 ⒛16年 ,围绕智能、设计、

信息三大方向,分别引进并建设 1个高端公共研发平台、引育

10个规上高科技企业、孵化 100个创新型企业,累计育聚高科

技人才 1.6万人,销售收入达 100亿元。智能方向重点支持机器

人、智能装各制造、智能控制、3D打 印、人工智能等领域;设

计方向重点支持工业设计、研发设计、产品设计及集成创新设计

等领域;信息方向重点支持云计算、太数据、移动通信互联、软

件服务、电子商务、嵌入式软件等领域。在三大领域分别形成较

为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

二、主要任务

以高品质公共研发平台为引领,以高层次人才为支撑,以高

科技企业为主体,以高水平创新创业服务为依托,加快构建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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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
“
创新链

”、“
生态圈

”
和

“互联网
”
体系,促进人才、技

术、资本、管理等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双向融合,推

动研发、孵化、产业、服务等各环节各板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

形成科教城独特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路径,多 策并举 ,

全面完成
“
333” 目标任务。

1.建设高端公共研发平台

智能方向,大力推进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的

建设,到 2016年底,建成实验室 12个 ,企业焦
`点

中心 10个 ,

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80名 ,申 请发明专利 150项 ,孵化高

科技企业 10家 ,产学研合作金额达 5000万元;设计方向,重 点

推进江南克拉尼现代设计院的建设,到 2016年底,累计引进硕

士及硕士以上人才 20名 ,设计总收入达 2800万元;信
`息
方向,

着力引进并建设信 J息技术创新平台,主要引智目标是成都电子科

技大学、总参第 56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到 2016年底,建设信

息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实验室2500平米,研发团队规模达 50人以

上,其中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 20名 ,申请软件著作权 100项 ,

技术服务收入达 ⒛00万元,孵化企业 50家。

同时,进一步加快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

常州先进材料研究院、常州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等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的建设,争取进入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

研究所前五位。支持常州西南交通太学轨道交通研究院、大连理

工太学常州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常州市武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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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照明应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省级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常州

大学光伏科学与工程、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等一批省级协同创新

中心,推进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中国研究院构建。

2.引 育规模以上高科技企业

依托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国家大学科技园、移动互联产业园、国产云计算产业园等优质载

体,借助机器人与智能装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轨道交通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移动互联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等组织力量,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引 进培

育一批规模以上高科技企业。结合常州市
“
十百千

”工程,建立

企业动态培育库,实施
“
333” 重点企业三年培育计划,集中力

量培育优质企业,推动企业进行股改并挂牌上市,不 断做太做强,

促进高科技企业集群发展,到 2016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

60亿元 (2014年 “
333” 工程重点企业培育库详见附件 )。

3.孵化创新型企业

发挥科教城的人才集聚效应,强化与智能、设计、信息三大

领域人才的联系沟通,突 出
“
以才引才、以财引才、以才引财

”
,

大力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孵化三大产业方向企业各

100家 以上。实施科技企业
“
小升高

”
计划,到 2014年底,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 50家 ,2016年底累计达 80家。探索
“
苗

圃+孵化
”、“

孵化+加速
”、“

股权+服务
”、“

海归人才+本土资本
”

的新兴育成模式,以十步流程法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实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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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育成,二年成长,三年加速,推动园区高科技企业孵化工作取

得新突破,到 2016年 ,孵化企业营业收入达 30亿元。

三、工作措施

1.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比照试行中关村创新政

策,拟定科教城科技体制改革要点与实施意见,创建科技部科技

体制改革联系点和常州市体制改革试验区。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

研究院模式,探索综合评价、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人、技术经

纪人等制度,提升平台经济内涵。鼓励成果转化与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制定政策支持园区高校院所研发人员创办企业,3年 内保

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允许科技领军型人才创办的企业,知 识产

权等无形资产可按至少50%、 最多70%的 比例折算为技术股份。支

持高校和研发机构转化科研成果,服务地方产业。比照南京科技

体制改革政策措施,园 区高校院所可以自主处置知识产权,所得

收益按至少60%、 最多95%的 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

队拥有。推行创业学分制和弹性学时制,支持大学生创业。凡到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创业的学生,进入基地创业的时间,可视为

其参加学习、实训或实践教育的时间,并按相关规定计入学分。

2.发挥创新之核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常州市
“
一核

两区三园多基地
”
创新布局创新之核的作用,继续开展

“三走进
”

活动,推广与武进西太湖科技园合作范式,深化与常州国家高新

区、武进国家高新区、华罗庚科技园、中关村产业园等产业园区

全面合作,每年至少分别进行一次对接交流,拓展成果转化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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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载体空间。将科教城创新要素资源与其他园区产业要素资

源深度融合,在人才培养、企业孵化和产业培育等方面开展更深

层次、常态长效的合作,探索实施科教城与产业园区税收共享、

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支持骨干企业主辅分离,

在科教城建设总部和研发中心;支持科教城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

在其它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化,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发展共赢。

3.强化招科引智。整合园区招商力量,组建专业招商队伍 ,

探索产业链、创新链招商,加快开展专业代理招商,建立项目跟

踪负责和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加强精细化服务与动态管理,每年

引进并培育10个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优质项目。改革人才

引进、集聚、培育和评价方法,全面评估人才及人才项目发展质

量,调整优化人才项目引进、遴选及支持方式,2014-2016年 ,3

年内引进
“
龙城英才计划

”80个 ,其中国家级人才10名 ,省双创

人才15名 。在市
“
龙城英才计划

”
政策 (3.0版 )基础上,梳理

完善园区招科引智政策,引 入专业化遴选团队,试行市场化遴选

机制,对项目进行科学有效的甄别筛选。以企业为主体,将招科

引智与招商引资紧密融合,切实加大人才引聚力度。完善重点项

目推进机制,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人才,实行专人联络

和专门推进,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跟踪服务到位。继续实施 《常

州科教城
“
金凤凰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
实施细则》(常科教城

发 E2013〕 58号 ),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与条件。针对常州

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建立国家
“
千人计划

”
交流服务平台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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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机制。

4.推进江苏省科技服务示范区建设。以科技型服务经济推

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突 出
“
333” 工程,突破2.5产 业,引 导并

支持各类服务机构和创新资源向科教城集聚。拓展人才服务、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科技金融、国际合作、知识产权、

教育培训、市场营销等服务功能,加太主体培育,发展领航企业 ,

建设江苏省科技服务示范区。⒛16年底入驻科技服务业机构超过

100家 ,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基本形成机构集中、功能集成、

产业集聚的科技服务生态圈。继续推进行政服务窗口建设,在现

有基础上再引入经信、科技、财政等窗口,扩大行政及公共服务

的范围。引导支持购买服务,打造金融
“
天使下午茶

”、营销
“
安

琪下午茶
”
和服务

“
半月下午茶

”全生态服务品牌。建设常州市

科技公共服务广场,打造
“
天天5.18” 平台,探索企业化运行 ,

市场化运作,构建线上线下、场内场外、有机互动的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平台。

5.促进各类研发平台健康发展。支持平台加强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加快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集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孵化,支撑常州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对重大平台的支持方式,

制定实施
“
常州科教城公共研发机构评估办法”,年初确定目标

任务蓝皮书,年底发布发展状况白皮书,对研发机构横向项目、

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企业孵化、知识产权、纵向项目等方面

进行评价考核,按实际发展绩效给予年度表彰奖励、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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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办公用房租金减免、科技项目推荐申报等扶持政策。突出

公共性、市场化和特色化,支持做大做强,保障基本运行,引 导

各类平台开展更广泛的产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应用,增 强自身造血

功能与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纵向科技项目、横向为企服务和

政府扶持资金各占平台总收入三分之一。支持平台孵化企业、持

有股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分享产业化带来的收益。

6.完善企业孵育模式和扶持办法。构建
“
海归人才+本土资

本
”、“

传统产业+科技研发
”

的孵化网络,制定实施
“
常州科教

城推进
‘
358’ 计划支持企业发展办法”,对处于不同阶段、不同

类型、不同产出规模的企业施行不同的扶持政策。到2016年 ,单

位面积产出密度8万 /平方米以上的企业达30家 ,单位面积产出密

度5万 /平方米以上、8万 /平方米以下的企业达60家 ,单位面积产

出密度3万 /平方米以上、5万 /平方米以下的企业达150家。积极

开展
“
选苗、育苗、移苗

”工作,对于苗圃中的企业,免费提供

辅导培训,吸引优秀创业项目和团队入驻。对孵化器内科技企业,

强化科技贷款、人才培养)营销策划等创业服务,降低创业风险

和成本,提高成功率。对加速器内的高成长性企业,按照销售额

制定不同奖励政策,如房租减免、税收返还、争取融资等,促进

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7.实施 “小升高
”
计划。继续实行 《常州市科教城鼓励争

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办法》(常科教城发 匚2014〕 10号 ),加

强申报工作组织化程度,调 动中介咨询服务资源,鼓励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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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申 报高新技术产品,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企

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对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单位实施奖励 ,

优先支持科技项目申报和人才引进,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⒛16年底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80家。

8.加快园区国际化步伐。以建设中德创新园区为窗口和契

机,提升整合国际创新资源的能力,加快园区国际化步伐。找准

协作方向,试行项目合同制,派驻访问科学家,组织好
“
弗劳恩

霍夫研究院中国周
”
等活动,支持园区各类平台机构与弗劳恩霍

夫研究院广泛开展合作,全方位构建双方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引

进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中国研究院,加快建设江南克拉尼设计

院,增强牛津大学 IsIS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产业培育功能。到

2016年转移国际科技成果30项 ,孵化企业20家。通过鼓励创新资

源引进来、创新企业走出去,促成科教城及入驻企业在更高更广

层面上参与国际竞争,以 国际化元素吸引一流企业和先进产业 ,

以国际化平台带动应用开发和创新设计水平整体提升,以 国际化

品牌集聚高端人才,以 国际化载体提升科教城发展品位和内涵。

9.推进科技金融工作。引进、培育30家 以上优质投融资机

构,探索企业上市、场外交易等工作体系,加快建立科技企业信

用管理制度,为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撑。充分利用科教城创

业投资母基金的杠杆作用,扩太现有金融中心的规模,新增基金

40亿元,至 2016年 总规模达100亿元。引导更多的本地社会资本

落户科教城,重点投向列入 “
333” 培育计划的高成长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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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企业,创新工作方法,与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设立贷

款风险补偿基金,进一步引导和放太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继续全力打造
“
天使下午茶

”
品牌,为 天使、

风险投资人和成长型高科技企业搭建投融资和管理咨询服务平

台。每年举办
“
天使下午茶

”
活动至少12场 ,服务对象面向全常

州,重 点服务十大产业链,服务企业100家 以上。鼓励科技支行、

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

扩大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积极有序开展精英贷、科贷通、

知融通等一批创新金融业务。

10.加强园区内部管理。梳理管委会工作流程,大力实施
“
流

程再造、层级管理
”,实现职责明晰、因事设岗、因岗选人,完

善激励措施,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以目标任务为导向,加强产

业分析,注重产出效益,对入驻园区机构和企业实行分类管理 ,

对健康发展的单位提供优质服务,对发展遇阻的单位进行回访跟

踪,查找原因,解决问题,对运转不正常、长期欠缴各项费用、

无孵化价值的企业建立起退出机制,提升园区企业整体发展水平。

本实施意见自2014年 8月 1日 起执行,由 常州市科教城管

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原有下发文件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按本

实施意见执行。

附件:2014年科教城
“
333” 工程重点企业培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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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Ⅲ 年科教城
“
ss3” 工程

重点企业培育库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方向

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sH° 怠邕
’

臼 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

3 江苏中科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

4 江苏中科朗恩斯车辆科技有限公司 sHn胄邕

5 常州汉迪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窄罗台邕

6 常州博赢模具有限公司 snn胄邕

7 常州中机天正激光装各有限公司 智能

8 常州市新墅机床数控设各有限公司 窄早胄旨

9 常州创胜特尔数控机床设各有限公司 窄早胄邕

10 常州华森三维打印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

常州众创腾飞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

0
乙

1
⊥ 江苏法华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攉雪胄邕

Q
o

1
⊥ 江苏博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窄雪胄邕

14 常州雅谱智能变色光学器件有限公司 智能

15 常州易尔泰智能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

16 华霆 (常州)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

″
‘

1
⊥ 常州昆仑三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

18 常州高尔登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19 江苏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20 江苏亚邦三博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

0
乙 常州绿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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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方向

22 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

Q
0

,
臼 常州苏文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24 常州益利亚重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25 常州罗盘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

26 常州天鹅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

27 江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

28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

29 江苏鑫软图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

30 江苏海威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

1
⊥9

0 常州北大众志网络计算机有限公司 信息

9
〃

9
0 常州日付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

33 常州宇之爱遥感技术有限公司 信 息

34 江苏雷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

35 常州节安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 息

36 常州欧开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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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14年 7月 8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