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６ 卷
２０１６ 年

第６期

中

１２ 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６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推进市校合作

Ｄｅｃ.

Ｎｏ.６

２０１６

３５

提升中小城市创新驱动力

———以湖州市与浙江大学市校合作为案例
张

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湖州市通过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技术转移和推广中心、合作共建各种科技园区和企业研发中心、合作

培养“ 双创” 人才的市校合作ꎬ不仅提升了聚集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的能力ꎬ培育和壮大了创新载体ꎬ成功克服了中
小城市科技供给不足导致的创新驱动发展障碍ꎬ而且形成的一些经验可以为中国中小城市实施创新驱动提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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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二元结构发展影响ꎬ中国科技创新载体、创新
资源和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

１.１

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的能力得到提升
建立“ 两个中心” 不仅提高了科研开发和技术

中在中央部门、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ꎬ中小城市创

推广的针对性ꎬ而且减少了科研成果转让和技术推

新载体和创新人才不足ꎬ聚集创新资源的能力十分

广的中间环节ꎬ提高了效率ꎮ 技术转移中心成立以

薄弱ꎬ科技供给成为这些城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

来ꎬ共向湖州提供技术实施许可转让 ２０ 项ꎬ技术秘

短板ꎮ
２００６ 年湖州市与浙江大学以构筑科技创新服

密转让 １３ 项ꎬ专利权转让 ６ 项ꎬ促进了湖州市创新

驱动发展ꎮ 南太湖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仅在引

务平台、人才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创新三个平台进行

进浙大新品种和新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十年来

的市校合作ꎬ在全面提升湖州市创新能力ꎬ实现创新

共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７８６ 项ꎬ

驱动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湖
州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３７７ 家ꎬ高新技术

推广应用 ２０１ 项ꎮ 其中 １９０ 余项经过遴选、评估ꎬ成
为湖州市农 业 主 导 品 种 和 主 推 技 术ꎮ 例 如 “ 甬 先

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达到 ６１.３％ꎻ授权专

５３８” 、“ 浙优 １８” 等超高产杂交粳稻和“ 南粳 ５０５５” 、

其中省级 １８ 项ꎬ列入国家级火炬项目 ３８ 项ꎬ为中小

公斤的粮食高产记录ꎮ 推广“ 猪—沼—渔、稻、蔬” 、

利数 ５３１ 件ꎬ获市级以上政府奖的科技成果 １００ 项ꎬ
城市如何破解科技供给不足、落实中央提出的创新
驱动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ꎮ

１

合作共建技术转移和推广中心
为让浙江大学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ꎬ并服务于湖州市经济社会发展ꎬ从而提升湖州
市创新驱动发展能力ꎬ湖州市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
了浙江大学湖州市南太湖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和
浙江大学湖州技术转移中心ꎮ “ 两个中心” 成立从
以下两方面提升了湖州市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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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粳 ４６” 等优质米新品种的引进ꎬ创造了亩产 ９９４

“ 芦笋秸秆—羊—肥” 等循环养殖模式ꎬ“ 容器育苗
技术” 、“ 茶叶绿色防控技术” 等等ꎬ淘汰了效益比较
差的品种和污染比较严重的养殖技术ꎬ实现了农产
品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升级ꎬ而且在农业技术推
广供给侧改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ꎬ创建了“ １ ＋ １ ＋

Ｎ” 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ꎬ即以 １ 个浙江大学专家团
队 ＋ １ 个湖州市当地技术专家队伍 ＋Ｎ 个企业组成的
现代农业产学研联盟技术推广模式ꎬ破解了农业技
术推广最后 １ 公里的瓶颈( 图 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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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１５ 年每年新增无公害农产品
和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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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１２％

３８
３６
２５

９８.７６％
９９.５０％
９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合作共建科技创新载体
培育科技创新载体是凝聚创新资源ꎬ实现创新

图１

１.２

湖州市“１＋１＋Ｎ” 现代农业产学研联盟技术推广
模式示意图

驱动的前提条件ꎮ 湖州市与浙江大学以合作共建各
种类型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ꎬ提升了湖州市凝聚创
新资源、实行创新驱动的能力ꎮ

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能力得到提升

第一ꎬ合作共建科技园区ꎮ 在校地合作共建基

技术标准和品牌建设对规范农业生产ꎬ提高产

础上ꎬ湖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安吉现代农业科技示

品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ꎮ 谁掌握了技术

范园、浙大———湖州蚕桑产学研创新中心、浙大———

标准制定权ꎬ谁有品牌谁就掌握了生产和市场营销
主动权ꎮ 在浙江大学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下ꎬ十年
来湖州共完成了 ３２ 项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ꎬ制定了

« 肉鸭产品质量分级» 的国家标准ꎬ« 银杏绿化苗木
培育技术规范» 的省级标准ꎬ « 黄颡鱼养殖技术 规
范» 的省级地方标准等ꎮ 湖州“ 桑基鱼塘” 成功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ꎬ现正在申报“ 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ꎻ“ 安吉白茶” 、“ 湖州太湖鹅” 和“ 湖州
湖羊” 成功申报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ꎮ 在南太湖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大力支持下ꎬ全面推进绿色、有
机、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建设ꎬ农业生产领域中无公

长兴动物科技产学研创新中心、南太湖农业高科技
园区科技孵化器、浙大———长兴生命科学教学科研
基地、湖州环境科技创新中心等一大批科技园区和
创新中心落户湖州ꎬ实现了园区建设与科技产业联

盟建设的有机结合ꎬ加强了产学研的紧密联系ꎬ形成
了科技孵化———园区 ( 企业) 跟进———产业化的创
新模式ꎮ 以农业发展为例ꎬ在市校合作共建科技园
区的带动下ꎬ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底ꎬ湖州市已建成现代
农业示范园 ３０６ 个ꎬ其中省级园区 ８８ 个ꎬ比 ２０１３ 年
分别增加 ５１ 个和 ２５ 个ꎮ 在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的

带动下ꎬ湖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２００５ 年 的

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逐年增加ꎮ ２０１４ 年湖州市共

１０６.０８ 亿元提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３.４ 亿元ꎬ年均增长

产品基地 １１１.８ 万亩ꎬ无公害农产品 ７７０ 个ꎬ绿色食

一ꎬ成为全国第二个进入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地

建成无公害水产品基地 １０２ 个ꎻ拥有省级无公害农
品 １８６ 个ꎮ ２０１５ 年 农 产 品 质 量 抽 检 合 格 率 达 到

１００％( 表 １) ꎮ 此外ꎬ湖州生态循环经济成为国家级

７％ꎻ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连续两年列浙江省第
级市ꎮ
第二ꎬ合作共建企业研发中心ꎮ 湖州市依托浙

试点ꎬ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种养结合、粮经( 水旱) 轮

江大学有关院系和研究所建立了诸如湖羊研究所、

作、间作套种、稻鱼( 鳖) 共生等各类新型生态循环

安吉竹产业研究院ꎬ宋茗白茶有限公司、浙江三星新

种养模式ꎬ推进农药化肥减量控害和农业废弃物资

材有限公司、浙江巨人电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东吴

源化利用ꎮ 目前ꎬ规模化畜禽场排泄物治理、农作物

集团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企业研发中心ꎮ 研发中心的

秸秆综合 利 用 率、 农 村 清 洁 能 源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建立ꎬ一是加快了湖州市传统工业改造升级和高污

９７％、９２.６７％和 ７４.２％ꎮ

染、高耗能企业淘汰的步伐ꎬ例如ꎬ长兴县通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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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家标准还要严格的长兴蓄电池生产标准ꎬ对凡
是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强制关停ꎮ １７５ 家蓄电池企业
最后只保留了 １６ 家ꎬ企业关停率达到 ９２％ꎮ 同时出
台扶持政策ꎬ引导企业用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替
代传统的铅蓄电池ꎬ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ꎬ调整了产
品结构ꎬ基本扭转了铅蓄电池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
问题ꎬ铅排放总量从整治前的６６７０ 千克 减 少 到

２ ７２６.８ 千克ꎬ并先后建起了国家级行业监测中心、
天能国家级技术中心ꎬ还崛起了超威和天能两家产

３

３７

合作培养创新型人才
创新人才不足是中小城市和地方实行创新驱动

的瓶颈ꎮ 针对创新人才ꎬ尤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不
足的现象ꎬ湖州市从浙江大学引进了 ２７ 个院士工作
站ꎬ围绕院士工作站合作共建了 ８ 家创新平台ꎬ引进
国千人才 ７ 人ꎬ省千人才 ３４ 人ꎬ省领军创新团队 ３

个ꎬ培育 ４４ 个企业优秀技术创新团队ꎬ弥补了高层

次创新人才不足、甚至空白的短板ꎬ缓解了湖州市高

值超 ５００ 亿元级的大企业ꎮ 二是提升了新材料、新

端领军型创新人才严重短缺的矛盾ꎮ 此外还通以下

能源、环保型产业在湖州市经济中的比重ꎬ高新技术

五个方面合作培养“ 双创” 人才:

产业发展取得明显进步ꎮ ２０１４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

第一ꎬ加强高等教育合作ꎬ培养高端创新型人

业实现增加值 ２４３.４４ 亿元ꎬ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２.４％ꎬ

才ꎮ 在高等教育领域ꎬ巩固浙大湖州农推硕士教学

元ꎬ按可比价格计算ꎬ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４.９％ꎮ “ 十二

要密切联系在一起ꎻ积极推动湖州师范学院与浙大

１１.８％ꎬ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３.２ 个百分点ꎮ 高新技

院ꎬ合作培育人文社会科学高端人才ꎮ

( 同口径) 提高 ９.３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５ 年战略性新兴

人才ꎮ 加强湖州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与浙大的合作ꎬ

体水平ꎬ分别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９％、９.８％、和 ７.８％ꎬ其

进行指导和提供技术支持ꎬ培育湖州经济社会发展

增幅居浙江省第一ꎻ２０１５ 年实现增加值 ３２４. ２０ 亿

五” 期间高新技术产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速 度 达 到
术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 ４２.１％ꎬ比“ 十二五” 初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增速高于工业整
中 高新技术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达到
６１.３％ꎮ 三是发明专利数量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５ 年湖州
市科技成果登记统计数量中ꎬ已申请发明专利 ２１３

件ꎬ实用新型专利 ３９４ 件ꎬ外观设计专利 １６ 件ꎬ软件
著作权 １４ 项ꎻ其中已授权专利数达 ５３１ 件ꎬ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４. ７％ꎮ 四是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ꎬ 单位
ＧＤＰ 能耗持续下降ꎬ从 ２００６ 年的每万元 １.１３ 吨标
准煤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每万元 ０.６６ 吨标准煤ꎮ 平均
每年下降 ６.７％( 图 ２) ꎮ

点建设ꎬ把专业硕士教育与湖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合作ꎬ加强学科建设ꎬ创立新农村发展学院湖州分
第二ꎬ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合作ꎬ培养实用型技术
建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创业孵化中心ꎬ对学生创业
急需人才ꎮ
第三ꎬ加强高中阶段教育合作ꎬ夯实高端人才的
后备力量ꎮ 积极推动湖州市重点高中与浙江大学开
展选修课程“ 同步教学、课程共享、学分互认” 教育
合作ꎬ夯实大学后备人才的储备ꎮ
第四ꎬ加强成人劳动技能教育合作ꎬ为大众创新
打下坚实基础ꎮ 在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下ꎬ创办湖
州农民学院ꎬ对具有实践经验、且在创业方面取得成
功的农民企业家进行学历 ＋ 职业 ＋ 技能 ＋ 创业的教
育ꎬ培养农民企业家里面的高端领军型人才ꎮ

第五ꎬ加强科普教育ꎬ提高大众的科普知识ꎮ 与

浙江大学合作开办“ 农民大讲堂” ꎬ由浙江大学的专
家和教授针对农业发展出现的问题授课ꎬ普及农业
生产知识和答疑解惑ꎬ提高一般农业生产者的素质
水平ꎮ
在培育“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人才方面进行的
市校教育合作ꎬ不仅对当前湖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积极影响ꎬ而且也对增进民生福祉产生深远影
响ꎮ
图２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４ 年湖州市单位 ＧＤＰ 能耗
( 吨标准煤 / 万元) 变动情况

４

推进市校合作的政策建议
２０１４ 年ꎬ全国有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９２ 座ꎬ其中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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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 ４ 座、省会城市 ３１ 座ꎬ其余 ２５７ 座为中小城

上出台可供地方和大学操作的利益分配政策ꎬ以便

重点大学 １１２ 所ꎬ９８５ 工程重点大学 ３９ 所ꎮ 如果重

供依据ꎮ 二是大学要根据自身情况ꎬ制定有利于调

市ꎮ 当年有普通高等本科院校 １ ２０２ 所ꎬ其中 ２１１

为地方和大学制定详细和可操作的利益分配政策提

点大学和普通大学都能够象浙江大学那样ꎬ与一个

动教学和科研人员参与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利益分

地级城市在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开

配政策并制度化ꎬ为教学和科研人员合法、合理取得

展合作ꎬ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 实施创新

报酬提供保障ꎮ

驱动发展战略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

第三ꎬ建立科学考核机制ꎬ调动科教人员的积极

权、提高核心竞争力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好

性ꎮ 为稳定教学和科研人员参与提升创新驱动能力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

的市校合作ꎬ学校要把教学与科研的普遍性与市校

发展” 就有了保障ꎮ 为此建议如下:

合作、促进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ꎬ建

第一ꎬ加强顶层制度设计ꎬ鼓励大学参与市校合

立带有差别化的教学、科研及职称晋升考核体制ꎬ从

作ꎮ 市校合作提升地方创新驱动力是一项长期工

工作考核和职称晋升上解除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后顾

作ꎬ需要国家从大学的发展取向、合作的组织和制度

之忧ꎬ为他们全身心服务地方创新驱动发展创造条

化建设、人才保障、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ꎬ

件ꎮ

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利于推动大学参与地方创新
驱动发展的制度与政策ꎮ 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诱导ꎬ
鼓励大学积极参与地方创新能力建设ꎬ形成一所大
学对应一个或多个地级城市的格局ꎬ为中国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科技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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