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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 洪放

今年 1 月 1 日起，《合肥市科技创
新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支持
高等院校围绕本市重点产业设立产业

学院和开设新专业， 支持企业与高等
院校围绕本市紧缺人才、 知识产权和
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合作办学， 开展定
向人才培训等， 为全市科技创新的人
才支撑提供了更多的法治保障。

纵观合肥跻身 “GDP 万亿俱乐
部”成长史，科技创新始终是引领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而科技创新的第一
资源是人才，如何以人才优势进一步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要不拘一格引进人才。 我国科研
领域论资排辈的现象还较常见，一些
没有论文、奖项或是职称傍身但却怀
有真才实学及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想要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甚少。
为此， 要打破人才定义的 “门户之

见”， 建立一套让能者脱颖而出的体
制机制。 当前一些地方实行的项目
“揭榜挂帅”制，就是一有益的探索。

要完善体系培养人才。 人才外引
是一方面， 人才内育同样必不可缺。
人才培养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建立健
全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
综合培养体系。 同时，逐步搭建以创
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
价体系，畅通人才的晋升通道。

要优化环境使用人才。 科技创新
的过程往往枯燥且漫长，让科技人才
心无旁骛、满怀信心与激情地投入到
科研工作中，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生活保障，另
一方面要有能让他们减少应酬性、事
务性活动的制度设计。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 做好引才、育才、留才工作，为人
才搭设没有“天花板”的舞台，方能激
发出科技创新的最强“源动力”。

·记者博客·

税惠“活水” 助企创新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王永

“我们采用最新红外线固化技术自
主研发高档反光材料，达到欧洲 EN471
和美国 ANSI 标准， 远销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 ”日前，宿州市宿徐现代产业园
区内的安徽硕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丁咚向参观者介绍。

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有自己的
核心技术和专利。 “作为一家小微企业，
公司近两年享受各项税收优惠达 130
多万元，为创新发展注入了‘活水’！ ”丁
咚说。

汉泰化工有限公司是安徽省规模
最大的三氯化磷生产企业之一，主要生
产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三氯化磷和
五氯化磷。 为帮助企业算好“减税降费”
红利账，埇桥区税务局积极组建专家团
队，实行“驻厂式”服务。 “2021 上半年，
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即征即退
等各类税收优惠共计 2660 万元， 这些

‘减税大礼包’ 为企业升级扩容提供了
坚实的资金保障和充足的研发底气。 ”
汉泰化工负责人李泓峰说。

据埇桥区税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2021 年，宿徐现代产业园区共有上百户
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共计 2.04 亿元，享受
户数实现逆势增长。

“创新是园区和企业发展之魂。 ”宿
徐现代产业园区负责人说。 2021 年以
来，园区多次前往上海、浙江、合肥、徐
州等地区，开展科技创新企业招商引资
活动，截至目前，园区共有 12 家高新技
术企业申报成功，2022 年计划申报 6 家
高新技术企业。 园区还开辟校企联动通
道，并推进园区内博士工作站、教授工
作站等项目挂牌，推进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转化。

据了解，宿徐现代产业园区将与中
国科技大学共同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
大型火灾野外实验场地，打造一个世界
级的消防实验场地交流平台，并以此集
聚效应，逐步形成消防产业转化基地。

自主研发 锻造“冠军”
■ 本报记者 罗宝

2021 年 12 月 27 日，记者走进位于
滁州市全椒县的全柴集团。 “这款国六
高端发动机，对标全球先进动力，集全
柴数十年研发沉淀， 通过与福田 S1 的
完美匹配，目标打造国内最好的轻卡产
品。 ”全柴动力技术中心付主任余磊告
诉记者，智威 H20 在动力性方面超过竞
品， 百公里油耗 10L 以内，NVH 水平低
于竞品 3-5 分贝， 可靠性寿命超过 50
万公里，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整车表现
超越汽油机产品。

作为一家有着 72 年历史的县属柴
油发动机研发制造企业，全柴已成为中
国内燃机行业排头兵企业，中小缸径多
缸柴油机的“单打冠军”。 2020 年，全柴
销售各类多缸发动机 38.4 万台，实现营
业收入 44.6 亿元，2021 年前三季度，销
售各类多缸发动机 33.6 万台，国内同行
业领先。 前不久，全柴动力荣获第五届
“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

全柴建成了国内一流的新产品试

验中心，拥有整机试验室 28 个。 公司还
与合肥工业大学联合办学，与英国里卡
多、奥地利 AVL、德国博世、天津内燃机
研究所等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建立了
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目前公司拥有技
术研发人员 350 人。

全柴在新产品开发中，按照整车及
发动机的特性进行最严格的验证流程，
5000 小时以上的台架可靠性试验，苛刻
的整车“三高”试验 ，包括零下 45 摄氏
度的寒区试验、55 摄氏度的沙漠高温试
验以及海拔 5000 米的高原试验， 磨砺
了产品的品质。

目前，全柴已完成了智威 、博悦和
全柴经典动力 7 个平台国六产品的开
发，B、C、J等非道路国四产品的开发，正
在进行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等新能源产
品的技术储备。 近年来，公司共获授权
专利 532 件，参加起草国家行业标准 12
项；承担国家省级研发项目 22 项，研发
国家省级新产品 10 项， 荣获安徽省科
技进步奖 5 项。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洪放 许蓓蓓

2021 年 12 月 17 日，合肥市科创中
心聚集了来自中科大、 中科院合肥物质
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评
委，他们用“火眼金睛”“扫描”每一页申
报材料。这里，正在进行 2021 年“智汇合
肥·揭榜挂帅”重大创新需求项目评审。

在合肥市委组织部的精心策划下，
市科技局会同市发改委、 市经信局，经
前期反复征求及审核去重，共征集企业
创新需求 329 项，覆盖新型显示、高端
装备、人工智能等 11 个产业领域，合计
研发总投入 29.8 亿元。在这些通过初评
的项目中，将再次精选出一批项目进入
“揭榜挂帅”。

聚焦“需求端”
———推动企业由“求所有”走

向“求所用”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科技领军人
才是手握科技成果的“良将”。

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首先须聚焦
企业“需求端”，以“需求”引导科研成果
“供给”与“转化”，对科技领军人才及团
队“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位于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的中
科松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有机
硅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正计划研发生产氟硅烷类材料，
但目前该项技术主要由掌握在美国、日
本的厂商手中，十分容易被‘卡脖子’。 ”
公司董事长鹿立松坦言，要想保障供货
稳定和公司发展，必须尽快解决企业自
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 幸运的是，去
年，合肥市“主动作为”，广泛寻访企业
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探索实施“揭榜
挂帅”， 帮助中科松为公司通过 “英雄
帖”寻找“出征挂帅”的“揭榜者”。

出题求解、为我所用，对于企业来
说针对性更强，效率也更高。 通过“挂”
出难题，“悬赏”解决，让企业更快找到
了攻克难题的“出口”。 为使“揭榜挂帅”
机制发挥攻克“卡脖子”难题的更大作
用，合肥市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为“需
求端” 待发榜的项目设定了一定条件：
一是技术需求内容明确，符合合肥市重
点产业发展方向；二是拟开展项目具有

一定攻关难度，技术水平先进；三是发
榜方研发和资金实力较强，能够提供项
目实施的配套条件；四是拟开展项目着
力于解决制约合肥市产业发展的堵点、
痛点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对产业
提升发展的影响力大、 带动作用强、应
用面广。 严格的筛选下，入选的“待解
题”一旦破解，将为“需求端”带来巨大
收益。

聚焦“供给端”
———推动科研由“实验室”走

向“主战场”

满足企业 “需求端”， 须聚焦科研
“供给端 ”，让更多的 “良将 ”来 “挂帅 ”
攻关。

作为合肥市第一批承接 “揭榜挂
帅”项目的科研院所，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去年加入到 “揭榜
者”行列。 通过“揭榜”，研究院承接了
“面向新型显示应用的钙钛矿量子点打
印技术开发”项目，攻关合肥市“新型显
示”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该项目研究成
果可延长液晶显示产业链 10 年寿命，
应用意义非常广。

“‘揭榜挂帅’这一创新机制，为我
们青年人才提供了极大的展才空间。 ”
承接项目的研究院量子点应用技术开
发实验室相关负责人李飞博士告诉记
者，项目核心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但团队在钙钛矿量子点领域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已打破了国外在量子点显示
材料方面的专利垄断。

为让“供给端”更多的科研成果由
“实验室”走向“主战场”，合肥市在科技
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基础上，还加码
出台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
政策（试行）》，明确实施重大专项协同
攻关，即通过“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等
方式，支持领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
所，聚焦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不断提升科研成果“供给端”的
量和质。

“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互通，常常
需要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无缝对接。”李飞
坦言，通过“揭榜挂帅”使过去企业与院
所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不仅为科研
成果的落地转化节省了很多时间，也一

定程度激活了院所的科技创新潜力。
闻鼙鼓而思良将。为强化科技成果

源头供给，在“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
城市”中，合肥已拥有高校 61 所，在校
学生 70 万人； 拥有中央驻肥科研机构
8 家，各类新型研发机构 29 家；建有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 10 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 115 个，省“一室一中心”21 个，院
士工作站 68 个、博士后工作站 135 个。
“这些科研机构聚集和关联的人才，既
是庞大的 ‘揭榜者 ’，更是科研成果的
‘供给者 ’。 ”合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说。

聚焦“服务端”
———推动政府由“搭桥人”走

向“贴心人”

实现“需求端”与“供给端”和谐互
动，离不开政府这位特殊的“搭桥人”和
“贴心人”。

不同于以往政府直接资助的科技
项目，合肥市正在开展的‘揭榜挂帅’，
通过搭建平台， 链接需求方与供给方，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021 年 10 月启动
以来， 合肥市主动走出去做好服务，开
展了征集建库、评审定榜，通过政府把
关、专家评估，企业需求更清晰，技术方
向更聚焦，发榜题目更凝练。 据了解，合
肥市还将从全国范围内邀请知名专家
对榜单进行第二轮“精炼”。 形成最终榜
单后，通过 H5 电子邀请函“点对点”推
送给专业对口的“教授们”，继而组织发
榜、路演、评榜、揭榜、挂帅、推广等一系
列“贴心”服务。

参与“发榜”的合肥本源量子计算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多年来企业生产中所需的一根
重要导线一直受国外 “卡脖子”， 早在
2017 年团队就曾四处奔波寻找合作方
研发， 却因产量小投入大而连连遭遇
“碰壁”。 “由于政府主动服务，‘揭榜挂
帅’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今后我
们寻找科研单位最佳合作伙伴更加方
便了。 ”企业总经理张辉感慨地说。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不是给钱、给
项目了事。 在深入走访中，合肥市人才
办发现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经常互相
“找不着”。 基于这样的考虑，由政府出

面为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搭起一个互
通的桥梁，打通信息的“肠梗阻”显得尤
为重要。 据合肥市委组织部人才服务处
处长周燕介绍，“揭榜挂帅”， 就是要搭
建企业与科研机构快捷便利接触的常
态化平台，通过“广发英雄帖”和“货比
三家”帮助企业尽速找到拥有“金钥匙”
的最佳合作伙伴。

“做‘搭桥人 ’，更要做 ‘贴心人 ’”，
周燕进一步解释说，“下一步合肥即将
出台人才支持专项政策， 做好医疗服
务、子女就学保障等精细化服务，积极
构建集研发、孵化、融资、服务和园区承
接、 知识产权保护等于一体的创新生
态，为‘揭榜挂帅’保驾护航。 ”

为用好人才第一资源，激发创新第
一动力，推动发展第一要务，努力让人
才‘抢着来’而不是‘抢过来’，合肥市正
在加快开展人才政策集成优化，全面梳
理现有人才政策，科学归类，及时更新，
让普惠政策更实用， 让特殊政策更精
准，确保各类人才政策好用管用。 据介
绍，合肥还将成立市人才集团，更好运
用市场化手段引进、服务人才，为企业
引才用才减轻负担、保驾护航。

去年以来，合肥市问计于企 ，对标
先发，即将研究出台《关于深入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推动新阶段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力求在科学、规范、
精准中“雪中送炭”。

做好 “贴心人”， 离不开 “真金白
银”。 自 2017 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获批以来，合肥市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从 2017 年的 69.6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163.3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比重从 7.2%增长到 14%。 目前，合肥市
是全国主要城市中唯一财政科技投入
占比超 10%的城市。

随着“揭榜挂帅”不断探索，合肥正
加速迈向“科创名城”。

题图：安徽创新馆。 （合肥市委宣传
部供图）

技术攻关 打破“垄断”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2021 年 3 月，我们公司百里香酚顺
利投产，达到年产 1000 吨的规模。 该项
目生产技术全部由公司自主研发，打通
了由间甲酚到薄荷醇的中间环节关键
技术， 目前我们是该产品全球产能最
大、国内首家规模量产的企业。 ”在蚌埠
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产业园，安徽海华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自豪地告诉
记者，企业目前正全力组织科研力量攻
关薄荷醇生产工艺， 预计 2022 年上半
年能够正式生产，届时将打破国外化工
巨头在薄荷醇生产领域的长期技术垄
断，成为国内首家拥有 “甲苯—氯化甲
苯—间甲酚—L 薄荷醇” 完整产业链的
公司。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门生产甲醚、 甲酚产品的高新企
业。 近年来，企业不断强化科技攻关，科
研成果不断。 “比如我们历经 7 年自主
研发的邻氯甲苯水解生产间甲酚工艺，

该技术及产业化开发填补国内空白，打
破了国外 30 年技术垄断， 荣获安徽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技术中心总
监欧加思告诉记者。

2021 年 11 月，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获安徽省人社
厅批准成立，同时与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南京工业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四所高校签订战略协议， 与 28 名院校
博士签订合作协议，在生产工艺优化减
碳、生物医药等生物技术产品、大健康
产业领域展开深层次合作。 截至 2021
年底，该企业已获得发明专利 12 项，实
用新型专利 26 项。

近年来， 围绕硅基生物基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蚌埠市持续探索
实施高成长企业培育计划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双千”工
程， 加大科技奖励力度。 截至 2021 年
底， 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537 家，较
去年增长 82%；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库企业 171 家，较去年增长 38%。

2020年以来，合肥市在全省率

先探索科技悬赏， 通过需求端、供

给端、服务端“三端”发力，协同破

解企业、产业发展难题———

“揭榜挂帅”，激发合肥科创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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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天长市安徽徽宁电

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生
产电缆。 近年来，该公司
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和滁
州学院开展科研合作，提
升产品科技含量，效益不
断提升。

本报通讯员 计成军

本报记者 罗宝 摄

荨 灵璧县轴承产业园自

主研发生产高端轴承。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摄

荩 12月 24 日，位于蚌埠
市禹会区的安徽积芯微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集成

电路芯片封装净化工厂

内 ，员工正在对电源管理
芯片进行封装测试。

本报通讯员 刘晨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