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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载校地“携手”
科技成果转化“开花结果”

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宗旨的合肥
高新区，与“红专并进、科教报国”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一直在创新路上同频共振，踔厉前行。

1992 年， 刚刚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合肥高新区， 就与中国科大等
合资成立了安徽高科技市场拓展有限公司，兴
建合肥高科技广场， 形成了全国第一个以会员
制方式进行集约化经营、 管理和服务的高科技
产品和信息的集散地。

三十年来， 一代代中国科大师生前来合肥
高新区创新创业。 其中，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
三位院士的团队分别创办了国盾量子、 本源量
子、 国仪量子， 让量子信息产业在合肥逐渐崛
起。 此外，科大校友刘庆峰创办的科大讯飞、黄
汪创办的华米科技等众多“科大系”企业，都在
高新区发展壮大， 成为人工智能等不同产业领
域的领军者。

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2012 年，由
中科院、安徽省、中国科大、合肥市四方共建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在合肥高
新区启动建设， 十年来累计孵化中国科大和校
友企业近 300 家，累计引进各类人才 700 多人。

2017 年， 随着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花落合肥，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在高新区开始建设。 2018 年，中国
科大高新园区正式开工，并于 2021 年迎来首批
新生。 待全部建成后，中国科大高新园区将与先
研院、量子创新院等一起，形成原始创新、人才
培养和成果转化的创新闭环。

“四大平台”+“五链赋能”
勇当未来产业探路先锋

《“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的印发，为合
肥高新区汇聚更多全球创新力量， 加快打造科
技创新策源地、 新兴产业聚集地提供了新的机
遇。 事实上，近年来，合肥高新区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建设“科大硅谷”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

目前， 合肥高新区已经构建了原始创新平
台、新型研发机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
专业化共性技术平台等四层创新平台体系，集
聚了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高新园区、省人工智
能研究院等战略科技力量， 以及中国科大先研
院、中科院创新院、安大绿研院、武大研究院等
新型创新组织 37 户。

同时， 合肥高新区加快形成双创载体、政
策、金融、人才、服务五链协同赋能，每年新建国
有载体超 100 万平方米， 全区双创载体总面积
超过 700 万平方米，占合肥市 75%。 在科技金融
领域，建立“引导性股权投资+政府基金+社会资
本+风险投资+产业化专项基金”五位一体的科
技金融服务支撑体系 ， 园区基金总规模突破
2300 亿元。 高新区还成立全国双创示范基地首
家企业家大学，实施“领航企业家培育计划”，开
展“十万大学生进高新区”，夯实研发创新人才
基础，同时实施“营商环境领跑计划”，推进“合
创券”等“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市场主体三
年翻了一番。

创新的核心是人才。 高新区不断优化体制
机制，支撑科学家团队创业。 其中，两院院士在
区创办源头技术成果产业化公司， 累计落户院
士团队 17 家；组建以教授、研究员为核心的高
端创业公司逾 600 家；吸引海外归国人员创业，
落户海创企业 80 余家；引导 200 余个大学生创
业项目落地园区。

《方案》表明，“科大硅谷”要成为引领未来
的活力之谷。 对此，合肥高新区早已在全国高新
区率先发布未来产业规划， 开展量子科技未来
产业培育， 并联合中国科大申创未来产业科技
园建设试点， 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探
路先锋，打造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和孵化高地。

实施“六大工程”
集聚高科技企业上万家

“科大硅谷”建设已经吹响冲锋号，为了加
快这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示范工程的建
设，合肥高新区将实施“六大工程”。

一是实施空间载体建设工程。 合肥高新区
将加快建设核心区，重点建设“中安创谷”1～6 期
产业园，打造“科创+产业”集中连片区域。同时，
加快推进高新孵化园， 形成协同创新的共生环
境。 高新区还将加快推动“讯飞小镇”，集聚人工
智能生态企业， 加速构建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
和研发地标。 预计 “讯飞小镇” 一期项目将于
2023 年 8 月底陆续交付使用，2024 年上半年完

工。 高新区还将推动现有平台升级，加速汇聚创
新创业资源，打造“中国科大”“中科院”创业孵
化、成果转移转化的集中区。

二是实施创新研发机构建设工程。 高新区
将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 合作建设面
向市场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同时支持行业
领军企业与高校院所深度合作， 在高新区组建
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平台， 参照华为创新
模式， 探索设立以中央研究院为中枢的研发体
系和高校院所技术跟踪与挖掘机制， 与上下游
企业建立研发伙伴关系，真正做实“产学研用一
体”创新。

三是高新区将实施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工
程 ，开展高校院所源头技术 “淘金 ”计划 ，瞄准
C9 高校、中科院等国内顶尖高校院所，开展源
头技术精准挖掘和跟踪对接转化， 引入一批量
子信息、空天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项目落
地转化。 同时全面对接科大赋权试点成果转化
项目，推动中国科大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
化、就地应用，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和做法。

四是高新区将实施创新人才集聚工程，加

大“高精尖缺”人才招引力度，筹建海外高层次
人才联络站， 构建基本覆盖世界主要国家的引
才网络。

五是实施科技金融示范工程，打造“基金丛
林”，加快“耐心资本”的设立、引进，支持创投机
构加大对重点赛道方向的初创企业的投资力
度，并设立“成果转化贷”“中科院创业贷”等特
色金融产品。

最后，高新区将实施“科大硅谷”发展保障
工程，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出台专项政策，不断
提升“科大硅谷”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完善“五大教育”板块布局，努力整合国际
教育资源， 集中优势资源建设全市乃至全省国
际教育示范区。

预计到 2025 年，“科大硅谷”将汇聚中国科
大和国内外高校院所校友等各类优秀人才超 10
万名， 形成多层次基金体系， 基金规模超 2000
亿元，同时集聚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
创服务机构等超 1 万家 ，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000 家， 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 50 家以上，并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成为全国
科技体制创新的标杆。 （项磊）

安徽省政府日前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合肥先期规
划建设“一核两园一镇”功能承载区，总占地 8.22 平方公里，其中，“科大硅
谷”核心区、高新园、“讯飞小镇”均位于合肥高新区，占“科大硅谷”总面积
近九成。6月 24日上午，合肥高新区召开贯彻落实《“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
案》工作会，提出将实施空间载体建设工程、创新研发机构建设工程、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创新人才集聚工程、科技金融示范工程、“科大硅谷”发
展保障工程等“六大工程”，全力推动“科大硅谷”建设，加快打造世界领先
科技园区。

合肥高新区：：实施““六大工程”” 加快““科大硅谷””建设

什么是“科大硅谷”？

省政府《“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
提出，“科大硅谷”将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
高校院所的校友资源、品牌效应，以科技
体制创新为引领， 汇聚全球创新力量，聚
力打造创新人才荟萃、市场主体圆梦的新
高地，创新机制灵活、改革系统集成的新
特区，创新环境卓越、展示安徽形象的新
窗口，创新要素引领、高端产业汇聚的新
品牌，建设极具活力、引领未来、享誉世界
的创新之谷。

《方案 》围绕管理运营 、创新资源汇
聚、研发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集
聚、投融资等方面 ，提出 20 余项高含金
量的支持举措，包括建立拨转股股转债成
果转化支持方式、组建协同创新的创新联
合体、推动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创新人才
评价方式、出台“高精尖缺”人才政策、打
造“基金丛林”、鼓励基金投早投小等。

“科大硅谷”具体在哪？

省政府《“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科大硅谷”先期规划建设“一核、两
园、一镇”功能承载区，共占地 8.22 平方
公里 （12331 亩 ），其中 “科大硅谷 ”核心
区、高新园、“讯飞小镇”均坐落于合肥高
新区， 共占地 7.396 平方公里 （11094
亩），占总体面积的近九成。

“科大硅谷”核心区东至方兴大道，南
至燕子河路，西至将军岭路，北至皖水路，将
布局一批高品质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 “科
创+产业+自由交流空间”集中连片区域。

“科大硅谷”蜀山园位于蜀山区中国科
大本部周边和科学岛路周边， 将运用市场
化方式，盘活存量空间，建设增量空间，打
造中国科大科技园、博士创新创业园、新医
学和新工科成果转化平台、 科创市场服务
中心等，构建孵化功能区和国际合作区。

“科大硅谷”高新园位于中国科大高
新园区周边，将依托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
究院、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等各具特
色的空间载体，建设校友创业孵化、成果
转移转化的集中区。

“讯飞小镇”东至小蜀山东路，南至铭
传路，西至天柱山路，北至望江西路，将建
设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和创新者共享与交
流空间等，配套最优的国际学校、健康医
疗、休闲创意等现代高端生活设施，面向

全球征集遴选建设方案， 打造 “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共融、诗意栖居之所。

除“一核、两园、一镇”功能承载区之
外，“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还提到规划
预留片区，预计将运河新城打造成“科大
硅谷”高端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 ，按照 “成熟一个 、启动一
个”的原则，适时在合肥经开区、包河区、
庐阳区、庐江县等具有条件的区域，打造
若干专业片区。

“科大硅谷”创新创业的优势

“科大硅谷”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创
新投融资模式都有所突破。

如果你是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你可以
在职或离岗在“科大硅谷”创办企业、兼职
创新或参与项目合作，在职称评聘、岗位
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享受与在岗人员

同等权利；将职务科技成果在“科大硅谷”
转化，你会获得所得收入形成的省市财力
贡献的等额奖励；你可将横向科研项目结
余经费以现金出资方式入股经高校院所

批准同意、 产权清晰的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 产生的收益按照约定与单位共享；你
所在的高校院所如果在“科大硅谷”对科
技成果转化作出贡献，可在转化净收入单
位留成部分中提取不低于 15%的经费用
于人员奖励和机构能力建设。

如果你是高校院所学生，省内高校院
所将允许你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学籍，休学
在“科大硅谷”创业，并享受学校的创业资
源和相关服务。

此外 ，安徽省将设立 “科大硅谷 ”专
项资金 ，用于政策对线 、购买服务等 ，先
行安排 3 亿元启动资金。 “科大硅谷”将
创新投融资模式，打造总规模 2000 亿元
以上的 “基金丛林 ”，省市政府投融资平
台先行设立 300 亿元以上的创业和种子
母基金。

为支持初创企业，“科大硅谷” 鼓励
“投早投小”，对“科大硅谷”内、投资“科大
硅谷”早期小型科技型企业,持股超过一
定期限的社会投资机构按实际投资额的

10%给予奖励，每投资 1 家企业给予基金
(投资机构) 管理机构最高奖励 100 万
元，每家基金管理机构每年累计奖励金额
最高 500 万元。 对运营“科大硅谷”母基
金的团队，满足考核要求、严格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但仍产生投资损失的，给予最高
50%的风险容忍度。

创新产业园。。 王世宝 摄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量子大道”。 （资料图片）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 ““中
安创谷””产业园。。 （（资料图片））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资料图片））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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